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压又称眼内压， 即眼球内
部的压力， 它是眼内容物对眼球
壁所施加的均衡压力。 中国人的
正常值范围是 10-21 毫米汞柱
（mmHg）。 多数青光眼是因眼压
高 引 起 的 ， 眼 压 长 期 超 过
24mmHg 的人， 94%可能会发生
青光眼。 那是不是眼压高就是青

光眼 ？ 不一定 。 正常眼压是指
95%的正常人的眼压范围， 仍有
5%的正常人眼压不在此正常范
围， 其中约 4.5%的人眼压高于
正常值范围， 但眼底视神经、 视
野均正常， 这部分人称为高眼压
症。

那么， 眼压正常就不是青光

眼吗？ 也不一定。 青光眼分为高
眼压性青光眼和正常眼压性青光
眼 （也称低眼压性青光眼）。 有
一部分青光眼属于正常眼压性，
但眼底视神经、 视野出现进行性
损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眼科教授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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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及其家属在医生查
房的时候肯定不止一次听到医生
会问： “白细胞多少了？ 升白针
的剂量是多少？” 这里面的 “升
白针” 的医学术语叫做重组人粒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CSF），
是目前针对化疗后白细胞减少的
常用药物。 为什么医生会如此重
视患者白细胞下降的情况呢？ 原
来， 医生是想了解患者经过多个
周期化疗后骨髓储备的情况， 以
便调整化疗药物和 G-CSF 的使
用剂量。

白细胞是人体内的 “清道
夫”， 当有细菌侵入时， 它就会
在各种趋化因子的带领下聚集到

侵入部位 ， “吞掉 ” 并且 “消
化” 细菌。 当白细胞降低时， 吞
噬、 消化的功能会大打折扣， 从
而引起严重感染 ， 危及患者生
命。 另外， 大多数化疗药物都会
引起骨髓抑制， 而白细胞和血小
板的寿命较红细胞短， 当出现骨
髓抑制的时候， 白细胞和血小板
下降较为明显。

化疗后白细胞减少应该如何
处理呢？ 作为医护人员来说， 会
详细记录患者化疗后白细胞变化
情况， 并根据白细胞计数的变化
调整 G-CSF； 如果患者在化疗
后因白细胞降低出现发热 、 咳
嗽、 咳痰等症状， 立即进行抗生

素治疗， 并指导患者注意日常生
活中的感染防护问题。 作为患者
本人及其陪护亲属， 应遵医嘱进
行必要的防护。 如戴口罩， 降低
呼吸道感染的几率； 亲朋好友感
冒了， 不要探视病人； 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 有条件的可以使用空
气净化器； 化疗后白细胞降低往
往伴随着食欲不振， 有的患者还
会有恶心呕吐 、 腹痛腹泻的症
状， 患者的饮食应以易消化的食
物为主 ， 所有食物都要煮熟后
吃， 禁食生冷及刺激性食物。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血液科
副主任医师 王亚非

张医生：
我儿子两岁多， 因单侧疝在医院做

了疝气手术， 现已康复。 请问孩子的疝
气以后还会复发吗？

北京读者 晓颖
晓颖：

一般来说， 一侧有疝气者， 另一侧
再得疝气的概率比正常人略高， 而双
侧疝的发病率在 25%左右。 做了一侧
疝气术后不久对侧又出现疝气， 这种
情况多半见于开刀手术， 在做疝气的
时候对侧已经存在隐性疝， 只是没有
症状也没有被检查出来而已， 并不是
因为做了一侧 ， 对侧就容易得疝气 。
现在已经普及腹腔镜微创手术， 可以
同时发现及治疗隐性疝。

疝气复发因素是多方面的， 与医生
的手术经验和孩子的自身病情有一定的
关系。 例如， 年龄太小， 疝却很大， 存
在腹横筋膜松驰； 有多次复发疝手术
史； 合并有腹内压高的疾患 （哮喘、 便
秘等）， 这样的孩子较正常人容易复发。

腹腔镜微创手术创伤小， 不易复
发。 如果患儿超过 1 岁就应该手术治
疗， 半岁以下的患儿疝气越来越大， 经
常发生嵌顿， 也可以手术， 不要等出现
绞窄疝时再手术， 这样就危险了。

张医生

关注白细胞变化

眼压高就是青光眼吗？

江永县紧紧围绕县委、 县政府关于“省级
文明县城、 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 省级园林县
城、 国家卫生县城、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五
城联创的战略部署， 突出重点， 统筹推进， 着
力打造好“四个环境” 体系 。

着力打造文明创建的思想环境。 全县组织
专题学习 600多场次， 举办了“中国梦·我的
梦” 征文竞赛活动。 积极开展道德讲堂、 道德
修身和经典诵读、 孝老爱亲等主题活动， 营造
了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着力打造廉洁高
效的政务环境。 深入实施“阳光工程”， 认真执
行资产产权交易、 建设工程招投标、 经营性土
地使用权招标出让、 政府采购等制度， 有效预
防了腐败行为的发生。 深入落实公共服务部门
为民服务承诺制、 限时办结制等服务制度， 提

高服务效率， 提高群众满意度。 着力打造民主
公正的法治环境。 深化“六五” 普法工作， 近两
年来， 全县共计培训普法骨干 10期 500人次、
编印普法宣传材料 5万份、 举办法制宣传展览
80场次、 解答各类法律咨询 3万人次、 广大群
众的法制意识明显提高。 着力打造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环境。 以创建省级园林县城为抓手， 加
快绿化造林， 实施封山育林， 突出抓好千家峒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和都庞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建设， 抓好 S325线、 黄甲岭道贺高速连
接线， 主要干道绿化率达到 100%。 大力开展绿
色城镇、 绿色社区、 绿色单位、 绿色村庄创建
行动，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68.52%， 城区绿化率
达 43.5%， 人均绿化面积达 11.3平方米。

谢明尧 卢朝辉 杨友林

4 月 28 日上午， 江永县举行“创文
明城市·展职工风采” 2017 全县职工智
跑挑战赛。 县委县政府、 总工会、 县文
明办等部门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这次比赛是江永县首次举办的大型
职工智跑挑战赛， 由江永县委、 县政府
主办， 县总工会、 县民宗文体局、 县文
明办、 县创卫办承办。 共有 100 多个单
位 600 余名职工分成 45 支队伍参加比
赛， 参与面之广， 影响力之大， 刷新了
江永县职工文体比赛的新纪录。

比赛起点设在凤凰广场， 沿彩旗标
识路线江永县凤凰广场———江永一中大
门口———幸福桥、 五一桥间沿江风光
带， 终点返回凤凰广场。 每队有 6 名运
动员， 其中至少有 2 名女队员。 比赛过
程中设置了智力问答、 纸杯配合倒水、
背靠背夹球跑、 集体跳绳 4 个任务， 每
个任务必须集体完成。 现场经过紧张激
烈的角逐， 县高泽源、 冬泳协会、 医联
体、 烟草公司荣获一等奖， 县财政、 一
小、 一中等 8 个队荣获二等奖， 县人
社、 农调、 纪委等 12个队荣获三等奖。

这次比赛旨在推进江永县全国文明
城市、 卫生城市创建， 活跃职工的业余文
化生活， 展示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全县广大职工提供锻炼和交流的平台。

李道恒

建人民满意家园
近两年来， 江永把创建省级文明县城作为“建设生态魅力、 幸福文明新江永” 的契合点， 全党动员、 全民动

手， 在全县开展了持续深入、 扎实有效的文明创建活动， 市容市貌、 街面秩序、 城区治安显著改观， 城市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 市民素质明显提高， 城市品位快速提升， 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 生态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江永县委、 县政府始终认为，
创建文明县城不仅是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 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
社会进步、 人民安居乐业的有效
活动载体， 同时还是实现加快赶
超发展、 建设生态魅力幸福文明
新江永的现实选择。 2015 年开
始， 县委、 县政府审时度势， 作
出了创建省级文明县城的决策部
署。 县委书记周立夫对创建工作
高度重视， 亲自到城区开展创文
工作现场调度会， 对发现的问题
现场交办， 提出整改期限。

针对各个必检点， 不同部门
之间要加强合作， 分工落实， 同
时还要注重细节提升县城文明程
度， 确保各项整改工作落到实
处； 确保“创文” 工作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确保顺利拿下“省级
文明县城” 这块金字招牌。

县委副书记、 县长唐德荣在
北京挂职经常过问文明创建工
作,各分管县级领导深入街头巷
尾及建设工地现场办公， 发现问
题及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落实整
改。 把创建文明县城的各项具体
指标进行细化、 量化， 将文明县
城创建工作列入县委、 县政府综
合绩效评估考核重要内容。 建立
督查和奖惩制度， 把创建活动同
干部考核、 任用、 选拔结合起
来， 做为考核党的领导干部政绩
的主要依据。

夯实文明创建组织保障
该县坚持“以人为本、 标本兼治” 的原

则， 狠抓县城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城市管理
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 提高全民素质、 提升
城市品位。

实施县城美容工程， 打造现代城市形象。
按照高标准建设要求， 近两年来， 全县共完
成城区立面改造、 滨河风光带等建设投资近
5 亿元。 新修环城南路、 环城西路、 幸福路
北段等道路， 破解了长期制约县城发展的瓶
颈问题。 城市功能更为完善， 市民广场、 凤
凰公园建成投入使用，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
断增强。 全力实施城镇净化、 绿化、 美化、
亮化、 序化、 油化 “六化工程”， 推进基础设
施、 旧城改造、 城市卫生、 生态景观、 市民
素质等提质攻坚行动。 城市管理更为有序，
实施了殡葬制度改革、 控违拆违， 成功创建

为“市级文明县城” “省级卫生县城”。
实施育人育德工程，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坚持建 “文明城” 和育“文明人” 相结合。
县领导亲自上街参加文明交通劝导， 率先垂
范； 各行业、 各单位也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制定了岗位文明行为规范。 大力推动“道德讲
堂” 活动规范化、 常态化。 广泛开展平安乡镇
(街道)、 平安单位、 平安学校、 平安小区、 平
安家庭等创建活动， 推动了“平安江永” 建设
深入开展。 投入 5000 多万元建设“平安江
永” 智慧云平台和视频监控系统， 积极推进
“平安 E家” 技防入户工程， 逐步实现电子监
控城乡“全覆盖”。 通过人防、 物防、 技防三
结合， 可防性案件大幅下降， 公众安全感大
幅提升。 两年来， 全县没有发生一起有影响
的群体性事件，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活动现场

推进文明创建体系

———江永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工作纪实

“创文明城市·展职工风采”
智跑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