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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 很多儿童选择游
泳嬉水进行消暑， 而每年我国各
地儿童 、 学生溺水事件时有发
生。 如何预防儿童溺水， 平安度
过暑假？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
荃表示， 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
发地点主要为家中， 包括室内的
脸盆 、 水缸 、 水桶及浴盆等 。
5-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可能
会涉及户外， 比如说水渠、 池塘
和水库等。 10岁以上儿童溺水高
发地点主要为池塘、 湖泊和江河
等。 此外还包括一些管理不规范
的泳池和戏水场所。

王荃表示， 儿童溺水是可以
预防的， 缺少有效看护是造成儿
童溺水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预
防儿童溺水， 首先是家长应成为
防溺水的合格家长。 防溺水的合
格家长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比如

说家长做到对儿童有效的看护、
采取措施将家中和家周围的水体
与儿童隔离开、 教授学龄儿童基
本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技能、 带儿
童去安全的场所游泳或戏水、 从
小培养儿童防溺水的知识和意
识。 另外还应叮嘱孩子如果发现
他人溺水 ， 绝不能擅自下水救
人， 应积极呼救。

作为家长， 应该怎样做好有
效地看护儿童呢？ 王荃表示， 预
防儿童溺水的首要措施是时刻有
效看护， 其核心三点是要做到专
心、 不间断和近距离， 尤其是当
儿童在水中或者水周围时， 无论
是在泳池中、 澡盆里， 还是在开
放性的浴场中， 家长都应专心看
护儿童， 不要分心做其他事情。
此外， 家长不能将低龄儿童单独
留在卫生间和浴室， 或者泳池、
开放的水源边。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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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脂肪肝？

首先要知道 ， 肝脏是脂肪
合成、 利用和运输的主要场所。
因此， 当肝脏内脂肪转运失去平
衡， 就会在肝脏内积聚， 形成脂
肪肝。

正常人肝脏中都含有少量的
脂肪 ， 如甘油三酯 、 磷脂 、 糖
脂和胆固醇等， 重量约为肝重量
的3-5%。

当脂肪含量超过10%， 即为
轻度脂肪肝 ； 10-25%为中度脂
肪肝； 25-50%为重度脂肪肝。

近年来， 我国脂肪肝的发
病率不断升高 ， 并且呈现低龄
化趋势。

目前， 我国脂肪肝发病率高
达25-35%， 全国约有3.5亿至5亿
人患有脂肪肝。

脂肪肝“最爱” 这4类人

第1类： 长期喝酒的人
长期喝酒会导致酒精性脂肪

肝发生，又称为“酒精肝”。 喝酒
后， 酒精会在肝脏内进行分解代
谢， 其分解产物对肝细胞有明显
的毒害作用， 早期的损伤， 就可
能表现为酒精性脂肪肝。

长期饮酒， 可使肝脏内脂肪
的分解和代谢发生障碍， 最终，
肝功能受损 ， 脂肪在肝脏内堆
积， 诱发酒精肝。

第2类： 爱吃荤的人
现代人吃得好了， 经常是大

鱼大肉， 很少吃菜， 但吃太多荤
腥， 摄入过多高脂肪， 也会增加
肝脏的代谢负担， 肝脏对脂肪的
摄入、 合成增加， 或转运、 利用
减少， 最终导致肝内脂肪堆积，
诱发脂肪肝。

第3类： 经常挨饿的人
经常挨饿， 多是想节食减肥

的人 ， 但这一方法不可取 。 挨
饿， 主要是流失肌肉， 并不会让
体内脂肪减少， 反而会破坏健康
身体的平衡。 经常挨饿， 会因血
糖降低， 使肝组织中的脂肪酸被
调动进入血液， 使血液中游离脂
肪酸升高， 可致肝脏脂肪堆积。

第4类： 久坐少动的人
长期久坐、 不运动的人， 身

体内血液循环减慢， 新陈代谢降
低， 会使体内过剩的养分转化为
脂肪， 时间久了， 这些脂肪会沉
积于皮下， 外在表现是肥胖， 而
内在多是脂肪肝。

脂肪肝的主要病因是什么？

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 以及生活方式的改
变， 目前认为脂肪肝的形成最主
要的原因是营养过剩， 其次是长
期酗酒、 营养不良、 某些药物因
素、 慢性病 （如糖尿病、 肝炎、
甲亢、 重度贫血） 等。

当人体长期摄入过多的油
脂、 蛋白质和糖类时， 由于食物
在体内不能被充分利用， 造成营
养过剩， 过剩的营养物质便转化
为脂肪储存起来 ， 导致肥胖 ，

30-50%的肥胖者合并脂肪肝 ，
重度肥胖者脂肪肝病变率高达
61-94%， 肥胖人体重得到控制
后， 其脂肪浸润亦减少或消失。

吃肉太多会导致脂肪肝吗？

肥胖导致的脂肪肝我们可以
称之为营养过剩型脂肪肝， 因饮
食过量导致机体能量摄入过剩而
产生。

过剩的营养物质会转化为脂
肪储存起来， 所以肥胖患者容易
得脂肪肝。

比如， 当下深受大众喜爱的
各种炸鸡薯片爆米花， 奶茶蛋糕
巧克力， 都容易转化为甘油三酯
储存在肝脏内， 导致脂肪肝。

所以， 吃肉太多确实可能导
致脂肪肝， 尤其是那些大腹便便
的肥胖症患者。

光吃素就不会患脂肪肝吗？

其实不是。 不是只有吃肉多
才会导致脂肪肝， 即使光吃素也
可能会导致脂肪肝。

和营养过剩型脂肪肝恰恰相
反， 长期营养不良、 缺少蛋白质
摄入可以导致营养缺乏型脂肪
肝，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长期素食者， 很可能
由于营养不均衡， 导致体内蛋白
质缺乏， 而肝脏将脂肪运输走是
需要蛋白质帮助的， 因此就会造
成转运脂肪发生障碍， 使脂肪在
肝内堆积。

其次， 相较于那些每餐大鱼
大肉的人， 素食者往往更容易感
到饥饿， 人体的消化系统就会刺
激机体吃更多的白米饭、面包、饼
干等碳水化合物来增加饱腹感。

它们虽不是肉类 ， 但热量
可 不 少 ， 而且碳水化合物是可
以转变为脂肪储存在肝脏内的 ，

所以说并不是吃脂肪才会导致脂
肪肝。

脂肪肝会引起哪些症状？

根据脂肪变性在肝脏累及的
范围， 可分为轻、 中、 重三型，
通常轻度脂肪肝多无临床症状 ，
患者多于体检时偶然发现， 中、
重度脂肪肝患者可有食欲不振、
疲倦乏力、 恶心、 呕吐、 肝区或
右上腹隐痛等。

脂肪肝怎样治疗？

找出病因， 对症治疗， 如长
期饮酒者应戒酒、 营养不良者增
加营养， 慢性病者控制原发病 ，
尤其强调的是营养过剩者、 肥胖
者， 为使体重恢复正常， 应严格
控制饮食， 如提倡高蛋白质、 高
维生素、 低糖、 低脂肪饮食， 适
当的增加运动， 促进体内脂肪消
耗， 主要应选择有氧运动， 如慢
跑、快走、骑自行车、打羽毛球、游
泳等，持续20-30分钟， 运动后疲
劳感于20分钟内消失为宜。

脂肪肝的预防

首先合理膳食， 每日三餐膳
食调配合理， 做到粗细搭配营养
均衡，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戒
烟戒酒， 慎用药物， 保持心情开
朗； 适当运动， 每天坚持体育锻
炼， 以加强体内脂肪的消耗， 真
正做到脂肪肝请走开， 全民健身
动起来。

近日，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启动2019年 “放心消费在丰
台， 接诉即办在身边” 消费教育
宣传系列活动， 在丰台区岳各庄
村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为落实实
事项目， 坚持 “民有所呼、 我有
所应”， 实行接诉即办工作机制，
不断前移消费维权关口， 此次宣
传活动， 由消保科牵头， 与特检
所、 岳各庄工商所、 卢沟桥乡食
药所等多方联动开展， 以 “组合
拳” 的形式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一
场普及知识的暖心盛宴。 副局长
田承山参加活动并讲话。

执法人员现场开展消费维权
知识普及， 通过动画视频的形式

向群众普及消费维权问题， “以
案释法” 讲解上门维修陷阱以及
足疗保健预付卡陷阱， 贴心提示
群众提高警惕、 理性消费。 对群
众感兴趣的电梯安全知识进行讲
解， 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危
急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

在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假冒
伪劣商品展台， 执法人员教群
众如何辨识真假商品， 同时开展
食品快速检测， 对群众提供的肉
类、 菜叶、 牛奶等食品进行现场
检测。

此次宣传活动将陆续在10个
社区、 5个老年服务驿站、 5所中
小学开展宣传活动， 全面优化消
费环境， 提振消费信心， 引导科
学消费。 （毛军军）

8月7日， 新田煤矿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切实把
标本兼治落到实处。

完善制度建设 。 该矿制定
下发了推进以案促改实施方案，及
时调整了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
组，保证各项活动得到有效落实。

选用典型案例。 该矿从上级
公司层面、 矿井层面认真梳理违

规违纪案例， 让党员干部感受到
违规违纪问题的严重性， 始终做
到按规矩办事， 按制度做事。

做好查摆分析。 该矿开展了
查摆剖析。 利用民主生活会等形
式，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让党员领
导干部深刻认识到遵守纪律规矩
的重要性 ，在矿区形成能干事 ，
干成事的良好风气。 （宋忠庆）

“最爱”这4类人
缺运动成脂肪肝年轻化“罪魁祸首”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吃得好了， 但饮食
习惯、 饮食结构等却变得越来越不健康， 久而久之， 脂
肪肝就 “找” 上了你。 脂肪肝， 又称脂肪性肝病， 是仅
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 正严重威胁着国人的健
康， 其发病率在不断升高， 且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启动2019年消费教育宣传活动

贵州豫能新田煤矿
多举措推进以案促改

脂脂脂脂脂肪肪肪肪肪肝肝肝肝肝
预防儿童溺水 我们该怎么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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