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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是指临床上用肉眼无法
窥见的眼球后节球内组织，简单来
说就是看不到的那部分眼球。眼
科医生建议，每年体检时不妨进行
眼底检查，通过眼底照相筛查有无
眼底疾病。

我们的眼底如果出现一些疾病，
如玻璃体积血、视网膜出血、视网膜
脱离、视神经病变等，往往会对我们
的视觉造成严重影响，而有些眼底疾
病一开始出现时没有任何症状，等到
症状明显时可能为时已晚，无法治
愈。研究发现，80%以上的眼底疾病
可以通过及早发现进行预防。

专家提醒，日常生活中如果出现
视力突然下降，视物重影、变形等症
状，往往提示眼底出现了问题，需要
及时前往医院眼科，进行眼底照相等
检查才能明确病情。每年体检时也
可以选择进行眼底检查，筛查自身有
无眼底疾病，而老年人、高度近视、高
血压、糖尿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人群
眼底容易出现病变，需要在医生指导
下定期复查眼底。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陈聪）糖尿
病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如何做
好疾病管理？多位糖尿病及内分泌领
域专家给出建议：患者应加强自我血
糖和代谢管理，避免无故中断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会给糖尿病患者的
就医问诊带来哪些影响？近日，全球
20位知名糖尿病及内分泌领域专家
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共同发
表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合并糖尿病
患者管理的实用性建议》的文章。该
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表示，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应高度重视

糖尿病的管理工作。
根据该文章，通过新冠病毒严重感

染地区的流行病学观察，以及国内外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有关医院报告显示，
糖尿病患者病亡于新冠肺炎的风险比
没有患糖尿病的患者高出50%以上。

如何降低糖尿病患者病亡率、减
少新冠病毒感染发生？纪立农表示，
良好的血糖控制与管理对于降低患者
死亡率、减少感染发生至关重要。疫
情期间如果担心去医院会产生交叉感
染风险，患者可采用无线连接的方法
来采集数据，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和
医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尽量不去医院，

这样保证最大强度的自我隔离。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应

强化糖尿病防控机制建设，通过早诊
断、早治疗，控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
发生发展速度。”纪立农说。

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
泌科主任郭立新建议，糖尿病患者居
家期间，应保持合理作息、不熬夜、不
过劳、保持良好的睡眠，合理的作息规
律可以避免抵抗力下降。同时，针对
疫情端正心态，既要重视，又不恐慌。
饮食上要注意限制热卡，避免体重的
快速增加。也要避免过度摄入油炸、
爆炒的食物和高热量的甜食。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 周琳 仇
逸）日前，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等单位共同开发的重组全人源抗新冠
病毒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以下简称

“JS016”）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进入
Ⅰ期临床试验阶段。6月7日上午，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了首例受试
者给药。

记者从上海市科委获悉，这是全
球首个已经完成了非人灵长类动物实
验后，在健康人群中开展的新冠肺炎治
疗性抗体临床试验，也标志着具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
药物成功进入人体临床评价阶段。

这项临床试验采用随机、双盲、安

慰剂对照研究方法，由华山医院张菁
教授与张文宏教授联合主持，目的是
评价JS016静脉输注给药在中国健康
志愿者中的耐受性、安全性、药代动力
学特征及免疫原性。

君实生物首席运营官冯辉介绍，
作为基因工程重组表达的“外援”，中
和抗体药物注射进人体后，能抢先与
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S蛋白）结合，
使病毒无法感染人体细胞，从而被免
疫系统清除。以往临床试验表明，单
克隆中和抗体能降低埃博拉病人的病
毒水平，起到有效中和病毒毒力、实质
性改善临床症状、降低感染者死亡率
等作用。

除了潜在的治疗效果，以往研究

还显示，中和抗体药物有预防病毒感
染的效果。与疫苗不同，这种药物更
适用于应急状态下重症监护病房的医
护人员、高龄老人等重点人群的预防，
与疫苗呈互补关系。中科院微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严景华说，临床前研究表
明，JS016有很强的中和活性和阻断能
力，以及针对新冠病毒的预防和治疗
双重作用，期待能在临床中得到进一
步验证。

据介绍，君实生物对中科院微生
物所筛选的抗体进行多路并行开发，
将制备好稳定细胞株的时间从原来4
到6个月缩短到3个月。需要注意的
是，从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到抗体
药物最终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夏季养生适当吃点酸
■ 王晓晴

疫情期间糖尿病患者如何做好疾病管理

新冠病毒中和抗体临床试验在上海启动 眼底也需“年检”
■ 王 婧

如果用一种味道来形容夏天，“酸
味”一定榜上有名。炎热的夏天，人不
但没有胃口，还容易消化不良，这时吃
些清凉爽口的酸味美食，能大大增进食
欲。其实，除了开胃之外，夏天吃“酸”
还有许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养生好处。

吃酸的6个好处

夏季气温高，易引起人体代谢、内
分泌、体温调节等一系列功能失调。
吃点酸味食物，对健康有以下好处：

敛汗祛湿
夏季出汗多，需适当吃酸味食物，

如番茄、柠檬、草莓、乌梅、山楂、猕猴

桃之类，它们的酸味能敛汗止泻祛湿，
有助于预防流汗过多，且能生津解渴。

杀菌抑菌
病菌在酸性环境里不易生存，一

到夏季，许多人爱吃生冷食物，这时用
醋调味既可增进食欲，又能够杀死或
抑制菜中的细菌。在烹饪时适当加入
食醋，能有效减少盐的摄入量。

开胃健脾
夏天需要及时补充水分，维持人

体充足的血容量、降低血黏度、排泄废
物、减轻心脏和肾脏负担。但饮水多
了会稀释胃液，吃些酸味食品可增加
胃液酸度，开胃健脾助消化。

增强抵抗力
口感酸的水果所含的维生素C往

往比较多。《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
据显示，100克酸枣就含900毫克的维

生素C。此外，山楂、猕猴桃和沙棘
果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

素C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能防止细胞癌变和细胞衰
老，增加身体抵抗力。

促进营养物质吸收
酸味水果中富含的

抗坏血酸，以及柠檬酸、
苹果酸、酒石酸等有机
酸，有利于矿物质等营养
物质的吸收。

缓解焦虑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研究

人员发现，食用酸味食物会激
励人们尝试新事物并勇敢面对

危险，从而帮助焦虑症患者康复。

患焦虑症、抑郁症的人，可多摄入富含
酸味的饮食，这类食物能帮他们更勇
敢地与人沟通。

夏天多吃4种酸

酸奶
酸奶不仅保留了鲜奶中的蛋白

质、脂肪和糖类等营养成分，还能刺激
胃酸分泌，增加食欲，促进人体新陈代
谢，使营养易被吸收。酸奶对于夏季
腹泻也有一定帮助，酸奶中的乳酸杆
菌有助于抑制腐败菌的生长，减轻毒
性物质对人体的侵害。

山楂
山楂含有脂肪分解酶，有助于肉

类食物的消化。此外，山楂利于降低
血清胆固醇及甘油三酯水平，有助预
防动脉粥样硬化。不适应山楂酸味口
感的人，可将山楂切片泡茶。需要注
意的是，空腹时不宜饮用山楂茶，胃酸
过多、肠胃虚弱的人也要慎喝。

番茄
番茄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番茄

红素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抗氧化损
伤的作用。番茄煮熟以后，有机酸也
跟着跑到水里，吃起来酸味很浓。既
生津止渴，又开胃消食。

醋
盛夏出汗多，多吃点醋能敛汗，还

能增进食欲，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夏
天人易疲劳，醋酸有助于促进新陈代
谢，帮助人们恢复精力，也有利于保护
血管。

除了上面提到的食物，还可以根
据自己的体质，适当吃橘子、猕猴桃等
带酸味的食物。

特殊时刻要注意

酸味食物虽能增进食欲、促进消
化，但还需因人而异、合理食用，有些
时刻要特别注意。

肠胃不好时
肠胃功能较弱的人需要注意，酸

味水果含有单宁、原花青素等多酚类
物质，以及一定量的蛋白酶，均能引起
蛋白质凝固，如果胃中黏液分泌不足，
可能让消化道黏膜表面受损。建议选
择较“温和”的苹果、香蕉、桃子、草莓
等水果。如果要吃酸味水果，最好搭
配其他水果，增加多样性，且总量尽量
不要超过推荐量。

服药时
吃酸味水果等酸性食物时，会改

变胃肠道pH值（酸碱度），影响药物的
吸收。有些酸味水果会加剧这些药对
胃黏膜的刺激，甚至诱发出血。吃了
较酸的水果，容易破坏碳酸氢钠、氧
化镁、复方氢氧化铝等碱性药物，影
响疗效。

痛经时
痛经者应少吃酸涩食物，如石榴、

青梅、杨梅、阳桃、樱桃、酸枣、芒果、杏
子、李子、柠檬等。因为这类食物大多
为性寒，有固涩收敛作用，可以使血管
收缩、血液涩滞，不利于经血的畅行和
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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