
用感冒药“新康泰克”提炼病毒的新闻屡见报端，但正确服
用不会上瘾，安全性较高。伪麻黄碱能起到收缩鼻腔血管，缓解鼻
塞的作用。此成分经过提纯、加工，可被制成冰毒，其含量高是“新康
泰克”频被不法分子用来制毒的重要原因，但这些感冒药本身并没
有成瘾性。冰毒又叫“去氧麻黄碱”，虽然只比麻黄碱少一个氧原子，
但两者的效果完全不同，且转化需要提纯和加工。麻黄碱和伪麻
黄碱能起到治疗作用，但不会引起毒品的成瘾性和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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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新康泰克会上瘾吗

国家公共营养师 胡陵

早上时间紧张，太复杂的早餐
做起来没有时间，又想让孩子吃好，
上学也不能迟到，怎么办？我介绍给
妈妈们一款早餐组合：西葫芦鸡蛋
饼+山药奶糊。头一天晚上准备好，
早上1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西葫芦鸡蛋饼：西葫芦200g，
小麦粉100g，鸡蛋2个，盐2g，葱末
20g，酵母粉4g。西葫芦洗净擦成细
丝，打入鸡蛋，加小麦粉、盐、葱末搅
拌均匀，不用加水，这些准备工作可
以晚上完成，因为早上现准备时间
很紧张的，搅拌均匀后密封好了入
冰箱冷藏，这样不会影响面糊发酵，
低温发酵效果更好。妈妈第二天起
床后立马拿到室温中饧发。

制作：最好使用电饼铛，没有电
饼铛平底锅也行，但要把握好火候。
电饼铛加热后倒入部分西葫芦鸡蛋
糊，用竹铲摊成薄饼状，先烙一面，
然后再把饼翻过来，烙至两边金黄
即可。此时的西葫芦蛋饼绵软香糯，
还可以用圆杯子或小碗把饼扣成一
个个小的圆饼，更加美观，会勾起孩
子强烈的食欲。

2、山药奶糊：铁棍山药200g，牛
奶300ml，蜂蜜10g。山药去皮蒸熟，
也可以头天晚上蒸好山药备用；牛
奶加热至70℃左右，先把山药放入
搅拌机，再倒入牛奶搅拌均匀，加入
蜂蜜即可食用。

这份早餐里面粉、鸡蛋、蔬菜、
薯类、牛奶都有了，三大能量营养素
充足，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都有
供应，再搭配一点坚果和水果就是
一顿非常完美的早餐，可满足孩子整
个上午对各种营养素的需要，并且妈
妈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头天晚
上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早上再用十
几分钟即可完成早餐的制作，我相
信孩子们会爱上这组早餐的。

妈妈的快手面食

多多用用弱弱视视眼眼，，视视力力才才提提高高 妈妈的早餐

（上接B01版)

正常儿童的视力发育是
随着儿童的成长逐步完善的，
3岁时视力大约为0 . 8，一般儿
童视力发育在6-8岁趋于稳
定。学龄前体检视力，幼儿园
或家长对儿童每半年进行一
次视力排查，一定要分别遮盖
检查，不可双眼同时看，防止
单眼弱视漏检。若单眼或双眼
视力均低于0 . 8，发现近视、远
视、散光等屈光不正，应到正
规专科医院检查配戴合适度
数的眼镜，以免发展成弱视。

家长如何早发现孩子患
有弱视呢？专家提示，除了有

视力低下的表现外，弱视还有
其他容易被觉察到的表现，例
如孩子动作明显笨拙，行走蹒
跚，较近的距离不能注意或认
出事物及人，反应迟钝时，很可
能有较大的视力缺陷。

具体表现还有，在并不
强烈的阳光下仍会经常眯起
眼睛看东西，对光线敏感；经
常擦眼睛，流眼泪；眼睑肿
胀，经常患麦粒肿，或眼睛肿
痛、发红、有眼屎；经常为了
看得更清楚，而恨不得将头
侧向一边；将书、玩具凑近脸
部，看电视很近；眼睛斜视，

双眼不能协调活动；两侧瞳
孔不一样大；眼球有时会快
速抖动；经常摔跤、拿东西不
准确；不敢下楼梯；看东西模
糊或者重影、斜视等。

专家表示，为了不影响
儿童的视力发育，在饮食方
面，应保证营养均衡，不偏
食，少吃甜食，甜食会影响视
神经的发育，应合理控制孩
子的摄入量。此外，家长应限
制孩子用电子产品，多带孩
子参加户外活动。

记者了解到，营养不良是
导致奥运五胞胎弱视的原因之

一，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孩
子们很少吃到鸡蛋和肉。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主任营养师杜慧
真说，发育期的儿童应摄入优
质蛋白质、铁、锌、钙和叶黄
素，这些多包含在牛奶、瘦肉、
蛋黄和鱼虾中，同时，多吃富
含维生素A或胡萝卜素的食
物对视力有帮助，富含维生素
A的食物主要有动物的肝脏，
鱼类海产品，奶油和鸡蛋等动
物性食物；富含胡萝卜素的食
物主要是橙黄色和绿色蔬菜，
例如菠菜、胡萝卜、韭菜、油
菜、荠菜、马兰头等。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实习生 毛瑞峰

找原因 屈光不正是弱视的最常见原因

王旭认为，虽然很多儿童
弱视与先天性因素有关，并不
意味着弱视是因为遗传，事实
上，遗传所占的成分很小。

“弱视只是一种结果，要
想治疗弱视，最重要的是寻找
病因，对症治疗。”王旭表示。
据介绍，导致弱视的原因有先
天性的，还有后天屈光不正引
起的，此外，由于外伤等，一只
眼睛不能正常使用，即使在伤
情愈合后这只眼睛的视力也
得不到恢复，导致弱视；患有斜
视的眼睛也容易发展为弱视。

其中，屈光不正是最常见

的原因。多数弱视儿童眼睛伴
随屈光不正，应该先进行屈光
矫正，佩戴适合的眼镜，在此
基础上再进行针对弱视的训
练。当然，由于儿童的视觉处
于不断的发育过程中，屈光状
态也在变化，一般每隔半年左
右要重新验光，同时，眼镜应
坚持佩戴，不能随意间断，家
长尤其要做好监督。

医生建议，有斜视的弱视
儿童可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弱
视训练后，再考虑通过手术矫
正斜视，待眼位得到矫正后再
进行弱视治疗。

“一般弱视眼使用越多越
可能提高，如果一直不用，就
难以再恢复。”李志升表示。因
此，对弱视眼的训练很重要。
据介绍，看似原始的遮盖法仍
是国际上公认的治疗弱视最
有效的方法，做法为遮盖视力
较好的一眼，即优势眼，这样
可消除双眼相互竞争中优势
眼对弱视眼的抑制作用，强迫
弱视眼注视。

早发现、早治疗对弱视治
愈最为关键，在患儿6岁之前
即行治疗，治疗效果相对较
好，甚至有些能够恢复到正常

视力水平，12岁后由于视功能
发育已经停止，治疗起来就相
对困难。

“家长可以经常变换一些
形式，选购新型的辅助训练器
材，提高孩子的训练兴趣。”李
志升建议，例如现在有许多根
据小儿特性设计的电脑训练光
盘，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时，对弱
视眼进行时空方面的刺激训
练，使得接受程度大大提高。

弱视治疗过程是缓慢的，
不像感冒发烧，恢复有一个过
程。传统的方法纠正弱视需要
1年甚至几年，要有耐心、恒心。

早发现 儿童半年进行一次视力排查

把化验单拿给医生，有
时候会听到这样的反馈：“建
议住院观察。”那么问题来
了，这个“院”住还是不住，相
信不少患者此时会相当纠
结，门诊中常见的反应就是
拿起手机七大姑八大姨地征
求意见。什么情况应该住院
治疗，什么情况门诊治疗就
可以了？我想很多患者并不
了解。

门诊治疗还是住院治
疗，通常来说，取决于两个情
况。第一，自己的症状是不是
很严重，是不是难以忍受，是
不是经过门诊的处理后症状
缓解不明显，是不是经过门
诊医生的诊查仍然存在病情
诊断不明确的情况，如果上
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应该优先考虑住院治疗。第

二，接诊医生的建议非常重
要，通常来说，医生会给您一
个最恰当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应该了解
一下我们住院的目的和目标
是什么。一般来说，住院的主
要目的有三方面：第一，对于诊
断尚未明确的患者，需要进行
有针对性的理化检查，尤其那
些在门诊无法执行的非常规
性检查，如造影、穿刺、病理等，
这些都是围绕疾病的进一步
明确诊断而进行的。第二，就
是在前期诊断的基础上，进
行规范性的强化治疗，针对
目前存在的疾病状况进行最
大程度的有效干预。第三，利
用医院的技术资源，针对部
分疑难病例进行多学科、多
专业、多领域的协作，最大程
度地为患者制定最合理、最

有效、最科学的诊疗方案。
多数慢性病通常来说需

要长期服药，定时门诊就可以
了，医生一般会叮嘱1-3个月复
诊一次。在门诊主要是解决两
个问题，第一是疾病的监控，主
要注意与疾病本身有关的症
状、体征，以及需要按时复查的
与疾病变化相关的实验室指
标，如冠心病患者，平时注意有
无胸闷胸痛，是否劳累后发作
明显，有无心慌、憋喘等情况；
主要复查心电图、心脏彩超、血
脂等。第二个，就是安全指标，
也就是长期服药要注意监测
肝肾功能、骨髓造血功能、胃肠
功能等，谨防长期用药导致的
毒副作用，一旦出现应及时调
整药物及其剂量，如服用他丁
类药物需要检测肝功能，化疗
药物还需要检测血细胞等。

对于突发状况，如突然
出现的腹痛、胸痛、头晕头
痛、恶心呕吐、腹泻、发热、晕
厥、抽搐、肢体麻木、活动不
利、言语不清等，应即刻就
医。还有一些患慢性病的朋
友，如果出现跟平时规律性、
频发性的症状不同的表现
时，也应即刻就诊，如冠心病
患者，出现持续性心绞痛、高
血压患者出现剧烈头痛等。
面对这些状况，此时我们就
诊的目的主要是寻求正确的
诊断和积极的治疗。

作为普通患者，我们在
不掌握充分的医学知识的情
况下，应尽可能地跟接诊的
医生多沟通，少走弯路、避免
不良反应，减少不必要、不合
理的检查，为您的健康做出
最有利的帮助。

医人说医

住住院院还还是是门门诊诊，，看看病病如如何何少少走走弯弯路路
山东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谭维勇

本报济南12月8日讯（记者 李
钢） 8日，救助云南滇西地区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项目的第二批42名患
儿乘坐飞机抵达济南。在接下来的1

个月内，他们将在济南军区总医院
心血管研究所进行免费手术治疗。
该项目是由中央财政支持、中国卫
生法学会组织的。

“孩子查出先心病四年了，一直
没钱做手术。有这个项目，免费给做
手术，真是太感激了。”8日，在济南
机场见到接站的医护人员，来自云
南弥勒县的先心患儿家长张洪亮
说，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高原地区，先心病发病率相对
较高，我们将继续扩大项目覆盖范
围，建立长效的帮扶机制。”济南军
区总医院医务部主任陈庆莹介绍
说，为了方便这些患者来济南就医，
除了免除医疗费用外，患者往返机
票费、住宿以及食宿等费用也予以
帮助，真正让贫困患者受益。

据介绍，该项目是民政部关于
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之一，旨在
救助贫困偏远地区患有先心病的儿
童。该项目由济南军区总医院心血
管研究所承担手术治疗救助任务。
今年该院专家两次分赴云南，对大
理、怒江、红河等地区的先心病患儿
进行免费筛查，将符合条件的患儿
接至济南免费手术治疗。

42名云南先心患儿

在我省免费“补心”

孩子弱视的种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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