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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网友表示，感染新冠病毒
后，出现眼部酸痛、红肿、流泪甚至视物
模糊等症状。此前，《自然·通讯》刊登的
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新冠病毒可导致眼
部不适和视网膜炎症。而《柳叶刀》发布
的大型前瞻性观察研究也显示，即使接
种过疫苗，仍有 24.8%—27.7%的新冠感
染者会出现眼睛酸痛的症状。

通过两个途径引起眼部不适

“新冠病毒感染是一个全身性疾病，
而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众所周知，
气溶胶传播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途
径，人们暴露在新冠病毒气溶胶环境中，
可能会通过两个途径导致眼部感染，引
起眼睛干涩、红肿、疼痛甚至视物模糊等
症状。”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陈有信教
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方面，新冠病
毒可以通过眼睛表面的结膜甚至角膜等
黏膜组织直接感染眼组织；另一方面，新
冠病毒进入人体后，部分人群会发生病
毒血症，通过血液循环将病毒传播到全
身各个组织，如神经组织等。

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很可能存在眼
部趋向性。在此前的动物实验中，有研
究人员尝试通过结膜接种的方式让病毒

侵入恒河猴体内，诱发了轻度新冠
病毒感染症状。

陈有信介绍，目前来看，感染奥
密克戎毒株后，出现眼部感染症状
的比例不算太高，而且眼部感染后
比较常见的是结膜炎症状，主要表
现为眼睛干涩、酸痛、红肿、流泪等，
也有极少一部分人会发生急性黄斑视网
膜病变，眼底检查时会发现黄斑区尤其
是外层视网膜和椭圆体带等有受损的情
况，这些区域受损会造成人们视力模
糊。另外，新冠病毒侵犯视神经后，会导
致视神经病变，出现视力受损。

眼表炎症可以用眼药水缓解症状

“如果只出现结膜等眼表组织的干
涩或其他结膜炎症状，可以用一些润眼
药水如玻璃酸钠、人工泪液等滴眼，也可
以用一些抗病毒眼药水如更昔洛韦滴眼
液，以及非甾体类的消炎药水等缓解症
状。”陈有信说，眼表的不适一般不会导
致视力下降，但如果出现了急性黄斑视
网膜病变等眼底病变，严重时可能会导
致视力受损，需要高度警惕和积极防范。

“出现眼底病变后，一般会在患者病
毒检测转阴后再采用激素治疗，同时辅

以局部的神经营养支持、抗氧化保护药
物治疗。”陈有信说。

出现视物模糊需及时就诊

陈有信介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
门针对新冠病毒眼部感染的药物，预防
新冠感染后带来的眼部不适，最重要的
是平时加强自身防护。“比如出门戴好口
罩、做好手部卫生、保持社交距离。另
外，医护人员或者普通人群去医院等场
所时，也可以戴上面罩和防护眼镜等。”
陈有信说，从临床来看，大部分视神经轻
度受损的患者都能得到较好恢复。

陈有信提醒，新冠感染或症状发作
后的 15 天到 2 个月，最易发生眼部感
染。如果此时出现视物模糊、眼睛疼痛
等症状，需要及时就诊。“不过这波新冠
病毒感染后导致眼部不适的比例比较
低，大部分感染者预后也较好，公众不必
过度恐慌。”陈有信说。 □罗朝淑

感染新冠后
出现眼部不适如何缓解

相关知识

虽然对维生素C能否防治感冒尚无确证，但毋
庸置疑的是，对于维生素C摄入不足的人群来说，
补充维生素C的确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长
期缺乏维生素C，会让免疫系统的重要细胞——吞
噬细胞的功能受到影响，人更容易感冒，也更容易
出现倦怠、全身乏力等情况。

疫情期间更要注意维生素 C 的补充。对于一
般成人来说，维生素 C 的日常摄入量为 100 毫克/
天，预防非传染性慢性病摄入量为200毫克/天。

补充维生素C最好的办法是吃蔬菜水果，新鲜
蔬果是维生素C的良好来源。越新鲜，维生素C保
留得越好。水果方便食用，不用加热，维生素C不
会额外损失，下面推荐三种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第一种：鲜枣
在常见的水果中，鲜枣的维生素C含量名列前

茅，高达243毫克/100克，差不多是苹果的60倍，梨
和西瓜的40倍，桃的30倍，柠檬的10倍。

吃鲜枣时注意，一定要慢慢地咀嚼着吃，要把
外面的皮嚼碎嚼烂了再吃进肚子里去。否则，由于
枣皮在胃肠道消化较慢，如果吃得太快，可能会引
起胃肠道不适。

在食用量上，成人可每天用手抓一把，抓多少
就吃多少。鲜枣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慎吃。

第二种：猕猴桃
猕猴桃的维生素C含量高达62毫克/100克，吃

一个猕猴桃，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C 需要量的 1/
2。普通人一天吃约400克的绿叶菜再加一个猕猴
桃，基本就满足了一天的维生素C摄入量了。

除了富含维生素C，猕猴桃还含有较高的膳食
纤维和维生素E、K等，对防治便秘、减肥和美容有
一些帮助。

常见的猕猴桃有红心、黄心、绿心三种，很多朋
友不知道哪种营养价值更高，其实三种猕猴桃营养
价值差别不大，大家按照喜好选择即可。

第三种：草莓
草莓被称为“果中皇后”，深受大众喜爱。实际

上，草莓不仅口感美味，营养价值也特别高。
每 100 克草莓中含 58.8 毫克维生素 C，远远超

过苹果、梨等水果。草莓还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
素，β-胡萝卜素是合成维生素A的重要物质，具有
维持正常夜视力、保护皮肤等多种作用。

草莓果质娇嫩，不易洗净，建议用流动水冲洗
30秒，浸泡几分钟，然后再用流动水冲洗一下。

治疗新冠重症患者，我们有了自己
的“救命神器”——国产体外膜肺氧合
（extra- 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
ation，ECMO）设备。

1月 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消息称，
为确保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治疗需
要，该局日前应急批准深圳汉诺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体外心肺支持辅助设备、一
次性使用膜式氧合器套包的注册申请。
国家药监局表示，这是我国首个国产
ECMO产品，性能指标基本达到国际同
类产品水平。

ECMO俗称“人工肺”，是一种辅助
治疗手段，主要原理是运用驱动泵将血

液从体内引至体外，经膜式氧合器进行
气体交换之后，再将充分氧合的血液回
输体内，完全或部分替代心、肺功能。它
可以在救治危重症患者时减轻其心肺负
担，为医护人员争取更多救治时间。疫
情暴发初期，ECMO在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和降低病亡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誉为“救命神器”。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提供的数据，
截至 2022年 12月 25日，我国共有 2600
余台ECMO。随着疫情进展变化，临床
需求迫切。

“作为国产首个ECMO设备和耗材
套包，上述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性能

指标基本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国家
药监局表示，国产产品的上市，对于满足
临床急需，保障新冠重症患者治疗，确保
疫情防控“保健康、防重症”目标落实，将
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为了让患者早日用上国产
ECMO，国家药监局在该产品注册申报
过程中成立应急审评工作组，专人负
责、全程指导、发布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加大产品注册申报指导，加快审评审批
进程，在保证安全、有效的基础上推动
产品尽快上市。后续，药品监管部门将
加强该产品上市后的监管，保护患者用
械安全。 □陈海波

首个国产“人工肺”获批上市

陕西省劳动模范李海清：努力让更多的人成为高技能人才
“检查油位时，必须要切断电源，等待减速

机冷却，防止机器温度过高、触电及减速机突然
转动引起人员伤害事故。”在陕煤集团黄陵矿业
机电公司机修车间，陕西省劳动模范、全国煤
炭行业技能大师李海清给3名职工认真讲解着
矿用减速机检修要点。

这是李海清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
一个缩影，这样言传身教的工作镜头，李海清
重复了 22年。在这 22年中，他先后培养出高
级技师 3人，技师 12人，为黄陵矿业四对生产
矿井培养机电人才400余人。

像这样以专业带头人为导师的“师带徒”
结对案例在黄陵矿业公司不胜枚举。近年来，
黄陵矿业以打造高技能人才团队为导向，以培
养“一专多能”的专业化人才为目标，大力实施

“人才续航”工程，深入开展“名师带徒”活动，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创新培训形式，激发人才活力
2022年 6月，黄陵矿业公司举办了第八届

职工技能大赛，拿出30万元重奖技能人才。作
为检验职工技能水平的最高平台，技能大赛每
两年一届，在该公司已形成长效化。

在传统“师带徒”培训模式的基础上，黄
陵矿业公司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激活高
技能人才培养一池春水。

黄陵矿业公司下属的机电公司坚持每月
开展理论微课堂、机电大讲堂、技术分享会来
持续丰富职工理论知识，每月底开展“青工讲
技术”活动，检验徒弟理论学习成效。另一方
面，常态化组织开展技术比武、岗位练兵和技
能大赛提高职工实操能力，坚持以设备大修、
试验检修、管道保养等工作为教学课堂，在解
决现场问题中不断提高职工技术水平。

“在‘师带徒’过程中，我发现一部分爱钻
研的徒弟除了精通自己的岗位工作外，还想选

修一门喜欢的专业技术，于是我在厂里推行了
‘X+2’培训模式。”李海清说。

在稳步提升职工综合素养的同时，黄陵矿
业机电公司不断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打
造“一专多能”人才队伍。“X＋2”培训模式中的

“2”为职工日常培训的安全素养、专业技能两
门必修课，“X”是日常培训的选修课，即职工
可以自行选择一门本岗位以外的专业课来进
修，实现“精一门、会两门”的目标。

“我们坚持常态化理论培训和实操培训
相结合方式，深化培训考核兑现，让职工在
学习培训中成长和收获。”该公司人力资源
部负责人说。

搭建创新平台，聚合创新动能
“‘师带徒’的工作重点除了手把手教会徒

弟技术知识外，另一个就是要培养徒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018年，李海清牵头成立
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吸纳了各个岗位专业带头
人为成员，带领职工聚焦生产中的技术难题进

行科技攻关。
前不久，黄陵矿业机电公司组织开展了

三季度职工“五小”创新考评会，“自动水循环
冷却装置”项目凭借实用性强、操作方便等优
点被评为一等奖，主创人朱海伟获得 3000元
奖励。

“检修中遇到技术难题，师傅总是会先问我
的解决思路，然后和我一起探讨，制定解决方
案。”朱海伟说，正是师傅李海清潜移默化的引导
和鼓励，才逐渐培养了自己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建立健全全员创新工
作机制，制定《合理化建议管理办法》，在全公
司大力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每月召开技术例
会对职工合理化建议进行讨论、立项、实施，对
于评选出的合理化建议按排名分别给予职工
500、400、300元奖励，激发了职工立足岗位思
考分析的积极性。

为激发全员创新活力，该公司每季度组织
开展一次职工“五小”评审活动，对于职工自主

创新的项目进行考评论证，对获得前三名的分
别给予3000、2000、1000元奖励。

今年以来，李海清先后和徒弟完成科技项
目3项，职工“五小”18项，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
近100万元。

坚持精益求精，打造工匠团队
对于朱海伟和很多像他一样的职工来

说，怀揣的梦想都一样：“学到技术，把工作干
精，干到极致。”

干净的厂区，完善的配套设施，“丰满”的
人才培养机制，让朱海伟这些徒弟们很踏
实。这里还有他们共同的偶像，陕西省劳模
李海清、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盛红杰、高级技师
苏书忍。“他们可以把所要做的事情做到最
好。就算做不到，也要做到自己的极致。”

24年前，技校毕业的李海清来到黄陵矿业
公司，成了一名机修工人。“刚进车间，师傅教
我怎么检修设备，自己干过的工作不能有一丝
问题，坚决不能给自己留后路。”他说，“师傅第

一课”树立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规范：“要么不
做，要做就做到极致，不留瑕疵。”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每一次设备大修和
日常检修，他都极为关注细节，大到设备检
修工艺，小至螺母的尺寸，一丝不苟的工作
态度让他很快得到认可。如今他将自己的工
作信条同样告诉给每一个自己带过的徒弟：

“细节决定成败。”
在李海清看来，没有普通工人、技工和工

程师的分别。“只要讲诚信、有责任心、能吃苦、
学习能力强，每个人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近年来，黄陵矿业公司大力弘扬“实文
化”，践行“严精细实”的工匠精神，营造了“无
事不卓越，无岗位不出彩，无人不精尖”的“师
带徒”工作氛围，先后涌现出全国煤炭行业技
能大师 16人，高级技师 36人，技师 143人，高
级工 670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的
人才保障。 （曹川 秦勇）

进入冬季，人们室内活动增多，开窗
通风减少，尘螨等吸入性过敏原容易诱
发哮喘、鼻炎等疾病。调查数据显示，尘
螨过敏原可在我国 95%的家庭床尘中检
出，60%的哮喘、鼻炎患者对尘螨过敏。

值得注意的是，从除螨喷液，到除螨
药包、除螨洗衣液，日化产品占据了除螨
市场 80%—90%的份额。面对琳琅满目
的产品，如何正确挑选除螨用品，科学除
螨呢？

专家表示，尘螨与寄生在皮肤中的

螨虫不是同类，非尘螨过敏的人群不必
过度担心，只要做好日常清洁即可。过
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等免疫力低下的
人群则需要使用除螨产品。除螨喷雾虽
然有效，但不建议喷洒在贴身衣物上。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多数企业宣称
自己的产品具有极强的除螨功效，大多
标注除螨率大于99%或达到100%。由于
缺乏科学统一的功效检测标准，消费者
无从分辨真伪。

近日，中国日用化工协会发布《日化

产品驱螨、抑螨和杀螨性能的评价方法》
团体标准，适用于一般液体、乳状液体、
凝胶、膏、水溶性和非水溶性固体、粉剂
等产品，涵盖日化产品的全部剂型。

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绪表
示，该标准是我国日化行业除螨产品首
个标准，属于通用型评价方法标准，有利
于规范该类产品的生产制造、检验和市
场销售，为消费者选择高质量产品提供
技术标准支持。未来，消费者可以选择
具有除螨认证的日化产品。 □韩鑫

科学除螨 健康生活

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迎来感染高峰，有的人症状相
对轻微，而有的人则戏称遭受到“新冠十大酷刑”，症状
十分严重。感染症状的轻重，除了与毒株有关外，与每
个人的免疫力强弱不同也有关。免疫力强的人更不容
易出现危重症，痊愈后出现后遗症的概率也相对小。而
维护免疫力，促进康复，避免二次感染，都离不开维生素
A的帮助。

维生素A有促进上皮细胞的生长和分化的作用，
对促进黏膜细胞增生，维持黏膜屏障的完整性有重要
作用。

而黏膜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保持体内维生素
A充足，有助于加固这道防线。

维生素A的食物来源有两类：一是植物性的，二是
动物性的。

植物性食物中，绿色或黄色蔬果如菠菜、韭菜、豌豆
苗、苜蓿、青椒、红薯、胡萝卜、南瓜、杏、芒果中含β-胡
萝卜素较多，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维生素A。

动物性食物中，动物肝脏、鱼肝油、牛奶及蛋类中含
量较高，是维生素A的良好来源。

成人维生素A的需要量为男性 800微克RAE/天，
女性700微克RAE/天。

补充维生素A，给大家推荐以下三种食物——

推荐一：猪肝

猪肝维生素A含量为 4972微克RAE/天，含量非常
丰富。

要注意的是，用爆炒的方法烹动物内脏存有一些风
险，因为爆炒的过程中可能加热不够充分，没有足够高
的温度和时间杀灭肝脏里的寄生虫，而用煮的方法相对
更安全。煮的时间尽可能延长，要把猪肝煮烂，烂一点
还有利于消化吸收。如果喜欢炒食，要做到煮熟炒透，
使猪肝完全变成灰褐色，看不到血丝，以确保食用安全。

在食用量上，也不要过多食用猪肝，以免维生素A
中毒，一般成人可以每月食用动物内脏 2-3次，每次 25
克（生重）。由于猪肝的胆固醇和嘌呤含量比较高，有忌
口的慢性病患者慎吃。

推荐二：菠菜

菠菜富含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
食用菠菜，烹调前注意一定要焯水1分钟，这样草酸

可以被焯掉60%-70%。
关于吃菠菜的量，建议大家一周不超过三次，一般

情况下一次可以吃 200-300克（生重）。一顿饭炒一盘
菠菜，然后一周隔一两天吃一两次，可以热炒，可以煮，
可以焯水后凉拌，本着清淡的原则去做都可以。

推荐三：胡萝卜

胡萝卜是胡萝卜素的良好来源。烹调时用油作为
载体，能使胡萝卜的营养吸收率更高。

一般来说，炒一盘胡萝卜最大的用油量约 10毫升，
也就是一汤勺的量。如果不用油的话，同餐有肉类等含
有脂肪的食物也可以。 □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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