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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世界肾脏病日

专家告诉你如何更好保养肾脏
◇晨报融媒首席记者

张昊文

本报讯 今年 3月 14日是第
14个世界肾脏病日，主题为“人
人享有肾脏健康”，旨在呼吁全民
健康覆盖，以预防和早期治疗肾
脏疾病。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
世界有 8.
5亿人因各种原因罹患
肾脏疾病。每年至少有 240万人
死于慢性肾脏病，慢性肾脏病是
目前增长最快的第六大死因。
生活中如何更好地保养肾
脏？记者采访了内蒙古中医医院
肾病科原主任、国家重点专科学
科带头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肾病学分会委员张铎。
据张铎介绍，现在人们虽然
注重营养和保健，但肾脏病发病
率却很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有
许多人日常饮食不节制，过食油
腻肥厚、辛辣刺激食物，或进食含
毒性、含农药、含激素等不干净食
物。此外，还有许多人有熬夜习
惯，早起晚睡，彻夜加班或打麻

将，或饮酒无度，应酬不暇，生活
更好地呵护肾脏？张铎说，患有
极度没有规律。还有的人滥用化
肾脏病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
妆品，如用一些洗发剂导致过敏
按“两忌五不”的生活方式去呵护
性间质性肾炎，有用美白产品，导
肾脏健康。
“ 两忌”指忌烟、忌酒；
致铅中毒诱发慢性肾炎、I
gA肾 “五不”指不吃西瓜、香瓜、华兰
病者甚多。而少年儿童常见的过
士、哈密瓜、葡萄；不吃麻辣烫、米
敏性紫癜性肾炎，就是因为少年
线、方便面、辣椒、胡椒、芥末；不
儿童吃了不干净的食品引起的。 吃冰棍、雪糕等冷饮及各类海鲜；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健康人群要
不吃坚果，如花生米、开心果等；
保证作息规律，多锻炼身体，保护
不吃动物内脏，不吃猪油、羊油、
肾脏健康。同时，要常测血糖和
牛油。肾病患者可吃梨和桃，在
测量血压，要及时检查肾功能和
饮食上可用胡麻油代替其他油，
尿常规，避免肾脏病发生。此外， 要低盐饮食。
还要多喝水少吃盐，多放醋少放
市民如果怀疑患肾脏病需做
糖，多吃蔬菜、水果、瘦肉等，保护
哪些检查？张铎表示，需做尿常
肾脏健康。日常生活中，不吸烟、 规、肾功能检查、肾脏 B超或彩超、
不滥用化妆品及非处方药，避免
测血压。如检查确认患有肾脏病，
肾脏损伤。对于感冒咳嗽、扁桃
应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
体炎、湿疹等疾病，尽早根治，以
切勿盲目乱求医，失治、误治会错
免引起肾脏疾病。同时，家长一
过最佳治疗时间，
给肾脏造成更大
旦发现孩子有眼睛水肿症状，需
伤害。患有慢性肾脏病患者应根
要警惕起来，马上到医院做尿检， 据四季不同的气候变化特点调整
如发现肾脏病，
尽早治疗。
生活规律和饮食习惯，做到不感
患有慢性肾脏病患者该如何
冒、
不犯病、
少感冒、
少犯病。

儿童糖尿病患者增加 专家提醒切莫过度喂养
新 华 社 长 沙 3月 1
2日 电
（记者 帅才）记者从湖南省脑
科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获悉，
近年来，医院收治的糖尿病患
儿增多，其中一些患儿每天都
要注射胰岛素。专家提醒，不
要给孩子摄入过多高油脂的食
物，要保持吃动平衡，不要过度
喂养，不要给孩子饮用过多含
糖的饮料。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三病区主任黄晓松介绍，
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
血糖升高为主的内分泌代谢性
疾病。儿童糖尿病以 1型糖尿
病为主。近年来，医院收治的
患上糖尿病的儿童增加，还有
一些患儿同时伴有高血压等多
种慢性病。有一些患儿没有很
好地控制好血糖、血压，最终发
生脑梗，经过治疗后还是留下
了偏瘫等后遗症。
黄晓松提醒，目前，
儿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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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显性斜视和外斜视，
一般需手术治疗
周利晓解释，斜视属于眼外
肌疾病，即双眼视轴不平行，当一
眼 注 视 时 ，另 一 眼 偏 离 注 视 方
向。斜视可以是先天性的，也可
以是后天形成的，先天性斜视一
般在宝宝出生 6个月以内出现。
斜视的后天形成因素很多，如外
伤或其他疾病影响眼神经、眼球
肌肉，婴幼儿时期发生视力障碍
或远视、近视等。
斜视分类很复杂，哪些斜视

专家：
不存在植物胶原蛋白

“牛奶炖桃胶，一碗等于三十片
面膜”
“ 桃胶就是平价燕窝”这些宣
传语在网购平台吸引了不少爱美人
士。26岁的徐小姐最近正在研究如
何补充胶原蛋白，打开网购平台，桃
胶、皂角米、雪燕的组合装月销量过
万，徐小姐有些心动又有些疑虑，为
何这些物质有着胶原蛋白的优点？

桃胶实为可溶性膳食纤维

河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医
师王雯说，要想知道它们是否有宣
传的功效，我们先得知道桃胶、皂角
米、雪燕分别是什么。
桃胶是蔷薇科植物桃或山桃等
树皮中分泌出来的树脂，
主要成分是
可溶性膳食纤维，
含有半乳糖、
鼠李糖
和葡萄糖。皂角米是皂荚的果实，
含
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雪燕是人
工通过划破苹婆树木树干，
人工切树
皮并采集胶状分泌物，
风干而成，
同样
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这样看来，三者中都主要含有
可溶性膳食纤维，它们的特点是遇
水后会膨胀，熬制时会有胶样物质，
看起来十分软弹，
会让人联想到胶原
蛋白，但其实这并不是胶原蛋白，而
且这些膳食纤维并没有美容的功效。

植物中没有胶原蛋白
新华社发 曹一作
青少年因肥胖患病率上升，
已成
为公共卫生问题。如果孩子出
现恶心、呕吐、头痛、乏力、多汗、
颤抖、心动过速、嗜睡、发育迟缓
等症状，应及时到医院进行筛
查。如果儿童血糖控制不好，
成
年后容易出现视网膜病、肾病等
并发症。糖尿病是不可逆的，
患
上糖尿病的孩子必须定期监测
血糖、科学服药，该注射胰岛素

的患儿应该按时注射胰岛素。
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过度
喂养孩子，应避免孩子脂肪增
加过快，多让孩子吃新鲜食物，
避免摄取过多的盐分，避免咸
菜、腊肉、咸蛋、罐头食品等摄
入过多；鼓励孩子适度参加体
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保持吃
动平衡，避免发生单纯性肥胖，
增加患病风险。

治疗弱视 3~7岁为最佳时期
除了影响颜值，斜视、弱视对
于职业选择、
日常生活等都会造成
影响。如何矫正斜视、
弱视？郑州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周利
晓对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解答。

吃桃胶补充胶原蛋白？

需要手术治疗呢？
周利晓说，两眼仅有偏斜的
趋向，但能被大脑控制正位，并保
持双眼单视，这种潜在性眼位偏
斜称为隐斜视。相反，
眼睛视轴明
显偏斜，
且这种偏斜不受融合机能
控制，就叫显性斜视。一般情况
下，
无症状的隐性斜视不需要手术
治疗。一部分显性斜视需要手术，
如戴眼镜不能完全纠正的部分调
节性及非调节性内斜视。
此外，外斜视一般需要手术
矫正，先天性内斜视与上下斜视
大多也需要手术治疗。

斜视、弱视同时存在，
要先矫正弱视
弱视和斜视有时会共同存
在，远视引起的弱视往往合并内

斜视，近视往往合并外斜视。弱
视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终身
弱视、视力低下，双眼缺少立体视
觉，难以从事医生、司机、工程师
等职业。
周利晓说，在弱视和斜视同
时存在的情况下，要先矫正弱视，
再矫正斜视。因为先做斜视手术
的话，弱视训练需要单眼遮盖，容
易破坏孩子斜视矫正后的视觉平
衡，
增加发生新的斜视的可能性。
周利晓说，有些斜视不容易
被发现，建议孩子 3岁以后，带其
到医院进行视力和眼位检查。3~7
岁是治疗弱视的最佳时期。斜视
治疗的最佳时期要视情况而定，
比
如，
先天性内斜视一岁以内就需要
治疗，间歇性外斜视需要跟踪随
访，
等到影响立体视功能的时候再
手术治疗。
据《大河健康报》

王雯介绍，一些人认为桃胶、皂
角米、雪燕属于植物，但并不存在植
物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属于动
物的结缔组织，它绝不可能存在于
植物性食品中。胶原蛋白是一种蛋
白质，动物的皮、爪子（蹄子）翅膀，
都含有胶原蛋白。另外，动物软骨
也含有胶原蛋白。
植物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是不
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完全不属于
胶原蛋白。
说到这，有爱美女士会觉得多
吃 些 富 含 胶 原 蛋白的肉食就可以
了。王雯说，即便是吃了胶原蛋白，
也只是进食了一些蛋白质，
而蛋白质
会被人体消化，分解为氨基酸，所以
吃蛋白质并不能起到美容的功效。

每天可摄入 25克膳食纤维

在网上的一些经验分享中提到
桃胶可以控制血糖；皂角米排毒，预
防妇科炎症、润燥通便；雪燕可以增
强免疫力、预防癌症。
王雯说，桃胶、皂角米、雪燕中
含有的可溶性膳食纤维确实有通
便、减肥、降血脂、稳定血糖的功效，
但这些并不是它们特有的功效，普
通的食物像杂粮、蔬菜、水果中同样
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的膳食纤维。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人体每
天摄入 25克膳食纤维为宜。
王雯提醒，
对于腹胀、
消化不良的
人群，
不适合摄入过多的膳食纤维。
据《大河健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