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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0日讯 深夜和
丈夫吵架， 市民王女士竟因此
患上青光眼。 “临床上很多暴
怒后患青光眼的案例， 不及时
治疗会导致失明。”省中医附一
医院眼科主任喻京生表示。3月
11日-17日是第11个世界青光
眼周，今年的主题是“早查监控
守护光明”。

因为家庭矛盾， 王女士在
深夜和丈夫发生了争吵。 第二
天凌晨两点时， 她突然觉得右
眼胀痛，睁不开。渐渐地，王女
士觉得恶心想吐， 眼睛也更加
不舒服了， 赶到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检查， 竟患上
了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喻京生介绍， 青光眼是全
球第一位不可逆的致盲性眼
病，不管如何治疗都不能复明。
但青光眼可预防和控制。 对青

光眼患者及时、 正确的预防治
疗是完全可以让疾病停止下
来，并保护好有用的视力。

哪些因素会诱发青光眼？
情绪不好， 连续用眼时间

长，天气温差大，眼压易波动，
乱点眼药水，白内障过熟；甚至
趴在桌子上睡觉等因素可诱发
青光眼。

青光眼如何防治？
必须强调早期发现、 早期

诊断和早期治疗。 患者要经常
做视力、眼压、眼底、视野等检
查； 有条件者还可定期做超声
生物显微镜、 光学相干断层扫
描等检查。 治疗目的主要是降
低眼压，减少眼组织损害，保护
视功能。 可根据病情选用中西
医药物、 针灸等或者抗青光眼
手术治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本报3月10日讯 3月
是“学雷锋活动月”，省儿
童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 用热血温暖这
个春天。82名医护人员、
保安和患儿家属参加活
动， 共捐献出爱心血液
24000毫升。

“11年， 每年都会参
加献血。” 医院感染科护
士陈静透露，她自2007年

开始献血，到现在已经献了
14余次。

“献血是善举，献血有益
健康， 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积
极参与无偿献血事业。” 医院
工会主席陈建华表示。 看到
医生们排队献血， 正在医院
血液内科住院的多名患儿的
家长也赶到现场参加了献血
活动。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奇 姚家琦

“鸟儿鸟儿怎样飞?拍拍
翅膀飞呀飞；鱼儿鱼儿怎样游?
摇摇尾巴点点头。”这样一句普
通的歌词， 刘玲琍在半个小时
的时间里“夸张”而又大声地读
了数百遍。孩子们坐在板凳上，
认真地模仿着老师的嘴型，费
力地跟着一遍一遍读起来。与
一般的学生不同的是， 他们的
耳朵上都戴着助听器。

为帮助学生学会发音、发
准音， 刘玲琍把自己的嘴唇贴
近孩子的手背， 让孩子感受气
流的有无与大小。 特别是在学
习舌根音时， 她甚至让孩子将
手伸进自己嘴里， 触摸发音时
舌头的位置。

1991年， 刘玲琍从南京特
殊教育学校聋哑教育专业毕
业， 之后一直在衡阳市特殊教
育学校工作。“第一次踏上讲台

时， 我感受到了自己责任重
大。”那一年，她带的班上共16
名学生， 学生刚入学时只有七
八岁，自理能力差。衣服床单脏
了，她会带回家洗净缝好：学生
病了，她就带着孩子去看病。

班上有名叫刘晓慧的女学
生， 她不仅聋哑而且伴有中度
智障，生活不能自理。一天，刘
晓慧大便完了，就用手去抓，往
嘴里塞。 刘玲琍发现后赶紧跑
过去把刘晓慧抱起， 一遍又一
遍地给孩子清洗双手和口腔。
一切弄完后， 她才发现自己身
上已沾满了大便。

“我那个时候也才18岁，当
然也怕臭怕脏。”但是面对这一
群特殊的孩子， 刘玲琍深知此
刻自己就是他们的“妈妈”。从
那时开始， 刘玲琍就下定决心
照顾好这群“折翅天使”。

坚守27年 帮30名听障儿考上大学
衡阳特殊教育老师18岁当“妈”，只为照顾“折翅天使”

“小鸡怎么叫？小鸡叽叽叫；小鸟怎么叫？小鸟喳喳叫……”
在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刘玲琍拿着几张画有小动物的大卡
片，夸张地展示着嘴、舌、牙、喉咙的变化。每一个字的发声，孩
子们都要艰难地读上百遍，才能跟正常人发音有几分相似。

从青葱少女走向不惑之年，刘玲琍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
在了特教岗位上。

■记者 张浩

事实上，刘玲琍也是一名
听力障碍儿的母亲。2005年，
32岁的刘玲琍有了自己的孩
子。可是儿子8个月大时，被诊
断为先天性神经性耳聋。因为
坚信儿子能回归正常，刘玲琍
不愿再生，而丈夫选择离开了
她。

“我当时很不理解，甚至有
些怨天尤人， 我太明白听不到
的孩子有多苦。”面对这一残酷
的现实，刘玲琍彻夜难眠，每日
垂泪，感觉天都塌了。

同事劝她请假带孩子去长
沙进行康复训练， 她婉言拒绝

了， 并且坚定地说：“儿子我一
定会教好他， 学生我也不会放
弃，因为我爱儿子，也爱学生。”
经过一年的努力， 儿子在她每
天坚持不懈地训练中学会了说
话。因为儿子，刘玲琍深深理解
每个学生家长， 她常给家长打
电话，聊聊学生情况、谈心，成
了家长的好朋友。

27年来， 刘玲琍获得的荣
誉无数。3月2日，中宣部命名第
四批50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刘玲琍获此殊荣。而更让她
骄傲的是，这些年来自己所教的
学生有30人顺利考上了大学。

结缘特教 18岁当“妈”，只为照顾“折翅天使”

铁树开花 坚守27年，30名孩子考上大学

长期喝酒，“100减7”都不会算了
医生：酗酒致认知功能受损

82位志愿者献血24000毫升

深夜大吵一架后，女子竟得了青光眼

每念一句话，刘玲琍都要夸张地展示着嘴、舌、牙、喉咙的变化并让他们感受声音的振动，找准发音部位。

本报3月10日讯 怀孕时患上
妊娠期糖尿病， 准妈妈聂女士只
能通过控制饮食来调节好血糖。
可她稍微松懈了一个多月后，就
变成了一个酮症患者， 孩子34周
便已7斤多， 自己体重也达到了
200斤。“好煎熬，不敢吃，又怕影
响孩子发育。”聂女士不得不选择
住院治疗。

记者今日了解到， 湖南省妇幼
保 健 院 成 立 了 医 学 营 养 治 疗
（MNT）小组，专门收治通过门诊营
养指导不能控制血糖的糖尿病孕
妇及待产的孕妇。省妇幼保健院产
二科在大产科游一平主任介绍，引
发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因素非常
多，但是大多数的“糖妈妈”前期通
过精细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都
是可以达到理想血糖和获得完美
妊娠结局的。

早期的轻度患者可在医生的指
导下，制定饮食和运动方案，通过饮
食及运动进行血糖调控； 若程度较
重， 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
物治疗。专家强调，“糖妈妈”要通过
规范治疗、管理，以期达到降低母儿
并发症的目的。

医生会根据“糖妈妈”体重计算
出每日所需热卡， 为其设定一对一
个体化饮食指导及食物模型配餐，
并根据其孕周和身体状态制定适宜
的运动方案， 通过饮食日记营养分
析、 血糖检测等以达到血糖控制且
营养均衡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糖妈妈” 在产
后，需要医生的随访。产后6-12周
应到综合性医院内分泌科， 进行
75g糖耐量试验进行再分类， 筛检
出部分孕前血糖既不正常、 但未明
确诊断的妇女， 及时发现糖尿病并
去内科进行治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佳 徐明敏 韩旭

本报3月10日讯 “苏
爹爹， 您算一下100减7等
于多少？”坐在床边的苏师
傅思考良久后， 很肯定地
回答：“103”。 株洲市民苏
师傅由于长期酗酒， 竟连
这道简单的算术题都算错
了。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酒瘾网瘾治疗中心收治了
一名因喝酒导致认知功能
明显受损的酒精中毒性脑
病患者。

62岁的苏师傅， 退休
前是株洲某银行的业务能
手， 二十几岁就喜欢上喝
酒， 随着年龄的增长酒量
也越来越大， 每天都要喝
七八两高度白酒。7年前，
家人发现， 苏师傅开始出
现记忆力明显下降，人也变
得迟钝，跟他讲话，有时候没
有反应。“他经常说重复话，
尤其是喝了酒后，一句话颠
三倒四说个不停。”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 刚才说过的话转眼就
不记得了， 人家说我喜欢
讲重复话”， 苏师傅说，他
也发现这些状况可能与长
期喝酒有关， 但他做不到
不喝酒，“不喝酒就全身各
种不舒服，如手抖、心慌、

出汗，整晚睡不着，只要喝上
一两杯白酒就舒服了。”

苏师傅的家人介绍，3年
前， 苏师傅开始早晨空腹饮
酒，每天酒不离身。慢慢地他
开始迟到早退、无故旷工，以
前熟悉的业务项目也频繁出
错，脾气也大了起来。今年春
节期间，由于节日聚会多，苏
师傅喝酒从早喝到晚， 结果
摔倒在家。 家人见状紧急将
苏师傅送入医院就诊。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酒
瘾网瘾中心主任医师周旭辉
介绍， 酒精对大脑具有神经
毒性作用， 长期饮酒可引起
大脑结构和功能改变，造成学
习记忆损害，严重时可发展成
痴呆。“苏师傅的认知功能障
碍以近记忆力及计算能力减
退突出，符合酒精所致认知功
能障碍的临床特点。”

“建议一天不超过20克
白酒的量， 做到健康饮酒。”
周旭辉提醒，不要长期酗酒，
即使是少量饮酒，也要确保1
周内至少2天不喝酒。通常来
说，10克52度白酒的酒精含
量约与一罐啤酒或一杯葡萄
酒的酒精含量大致相同。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黄赛平

调整好孕期饮食
准妈妈不做“糖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