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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荣）伴随着
我区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季，“舌尖
上的春天”也正式开启。菜场超市
里，春笋、马兰头、荠菜、蚕豆、甜豆
等春季特有的春菜已新鲜上市。目
前，虽然这些又鲜又嫩的时令菜身
价并不便宜，却依然受到市民们纷
纷购买尝鲜。

“这是野生的马兰头，20元一
斤，我买了 16元，够吃上一顿了。”
在邱山农贸市场蔬菜区，市民李先
生将称好的马兰头放在菜篮子里，
准备回家做马兰头拌香干。李先生
告诉记者，马兰头是杭州人最熟悉
的野菜之一，他小时候每当春天到
了总是会跟着长辈们在小山坡、路
边采摘。“马兰头的做法也很简单，
把老的叶子摘掉冲洗干净，过水捞
出切碎，与经过同样处理的豆腐干
丁、笋丁一起凉拌，放上盐和少量的
糖，最后淋上麻油。”说起马兰头的
做法，李先生头头是道。

随后，记者在庙东农贸市场转
了一圈，发现很多蔬菜摊最显眼的

位置都摆上了春季最时鲜的蔬菜。
荠菜、马兰头、春笋，剥好的甜豆、蚕
豆等价格与节前相比有了较大回
落。野生马兰头 40元一公斤、大棚
马兰头只要20元一公斤，春笋16元
一公斤，剥好的蚕豆米 36元一公斤
（文中价格皆为 2月 20日当日的价
格）。商贩杨玉虎介绍，这些时令菜
最晚会供应到 5月，但最嫩、味道最
好的时候就是二三月份了。“春笋节
前已经上市了，最贵时每斤 18元，
现在只要 8元一斤。”杨玉虎表示，
虽然不少时令蔬菜的价格有了很大
回落，但有的价格仍居高不下。“茄
子的价格一直保持在每斤 12元，小
米椒目前还是35元一斤。”

春天的时令蔬菜中，香椿是早
春时节重要的一道菜了，记者走访
庙东和邱山两个农贸市场时，都仍
未发现上市。邱山农贸市场摊主李
女士告诉记者，再过半个月就是香
椿上市期，根据以往销售，芽头每公
斤要 200元。“香椿售卖都是按捆来
卖，一捆 15块钱左右。如以斤来卖

的话，一听价格，顾客都不敢下手
了。”

时令蔬菜上市，春卷也成为餐
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在庙东
农贸市场做了 26年春卷皮的摊主
王数梅告诉记者，大年三十当天，购
买春卷皮的顾客在摊位前排起了长
队。年三十市场一开门他们就忙活
开了，做春卷皮一直到晚上 6时回
家。“春卷皮 28元一斤，一天做了
100多斤的春卷皮，连吃饭的时间都
没有，坐了一整天，站起来时腿脚一
直在发抖。”王数梅说，过了春节，春
卷皮的销量就慢慢少下来，现在每
天销售 25公斤左右。“春卷皮要当
天做当天卖，时令蔬菜一下市，春卷
皮就卖不动了，淡季时酒店订购才
做一些。”

另外，记者从海鲜摊位了解到，
海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跳水。“龙
虾之前 680元一斤，现在 420元一
斤。基围虾260元一斤，现在120元
一斤。”邱山农贸市场摊主郎女士
说。

本报讯（记者 陈轶东 通
讯员 史新钰）在现实生活中，
患有“弱视”的孩子屡见不鲜。
不同于可通过配镜、手术等方
式矫正的近视，弱视一旦错过
治疗时机，将可能导致孩子视
力低下，并伴随其终身。

5岁的果果（化名）在学校
体检中发现视力不佳，来到区
五院眼科复查，医生发现其左
眼散瞳后225度远视，右眼散瞳
后 600度远视。在排除眼部器
质性病变的可能后，果果被诊
断为右眼屈光参差性弱视。接
诊眼科医生张国英建议，孩子
现在的情况需要及时治疗。

张国英介绍，弱视是一种
儿童视觉发育障碍性眼病，其
症状是孩子即使佩戴上相应度
数的眼镜，视力也无法提高到
正常水平。“如果没有得到及时
的治疗和干预，对孩子视力的
影响可能会是终身的。弱视不
仅会导致视力低下，还会造成
立体视觉异常，也就是说孩子
视物会没有精确的立体感。这
些都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自
理能力，将来工作的选择也会
受到影响。”张国英说。

弱视能否治愈，关键在于
弱视能否被及早发现，以及能
否在视觉发育敏感期的黄金阶

段进行治疗。“弱视危害严重，
六岁前是视觉发育的关键时
期，对于治疗弱视也是黄金时
期，抓住关键时期干预、治疗，
对孩子的意义重大。”张国英强
调弱视治疗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有一个较长的治疗过程，过
程中需要家长和孩子的积极配
合。如果有些家长或弱视儿童
没有耐心怕麻烦，将会使治疗
效果大打折扣。

据悉，弱视治愈的临床标
准是双眼视力均达同年龄正常
水平，且维持 3年视力不下降，
具备良好的双眼视觉和立体视
觉功能。

本报记（记者 陈轶东 通
讯员 沈媛 史新钰）“仅春节
期间，内分泌科接诊的痛风性
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患者就不下
50例。”区一院内分泌科主任医
师蒋忠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每年春节都是痛风人群急
性疼痛高发时节。

春节期间，37岁的张先生
敞开了肚子大吃大喝，啤酒、白
酒、海鲜、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
物不断。没过几天，张先生左
脚突然疼痛难忍，脚背还有一
大块红肿，他赶紧来到区一院
内分泌科就诊。

经检查，张先生的尿酸值
高 达 541μmol/L，远 超 140-
340μmol/L的正常范围。“你这

是饮食导致高尿酸败血症和痛
风发作。”蒋忠华告诉张先生。

“痛风与嘌呤代谢紊乱和
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高尿酸血
症直接相关。”蒋忠华表示，痛
风发作时会出现红肿热痛，一
般发作部位为大脚趾、踝关节、
膝关节等。患者除关节肿痛
外，肾脏常常受累，部分痛风患
者有痛风性肾病。

蒋忠华提醒，市民朋友们
尤其是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
者，要注意合理饮食，限制高嘌
呤动物性食物，多喝水多运动，
以减少外源性嘌呤摄入，减轻
血尿酸负荷，降低痛风发生的
风险或减少痛风急性发作的次
数。

除了痛风，因饮食问题进
医院的胰腺炎病人也不少。近
日，35岁的刘先生（化名）与朋
友聚餐，大鱼大肉的吃了不少，
又多喝了点酒，很快就剧烈腹
痛。区第五人民医院消化科医
生蒋丽丽怀疑其患了严重的消
化系统疾病，经检查为急性胰
腺炎，刘先生立即被收入重症
监护室救治。

蒋丽丽提醒，急性胰腺炎
多和暴饮暴食、饮酒以及胆道
系统结石有关系。如果患有结
石、炎症等胆道系统疾病，平时
在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高脂
食物要摄入有度。尤其是逢年
过节，菜肴丰盛、聚餐频繁，更
要当心。

节日期间痛风、胰腺炎急性发作患者增多
专家提醒：应合理调整饮食作息

孩子“弱视”怎么办？6岁前是治疗黄金期

1.因为视觉发育一般在9
岁左右接近完善，所以最好的
办法是早期去正规医院进行
检查，一般如孩子较配合，3岁
就可去检查，3 岁前有些检查
会相对较难进行。

2. 平时多关注孩子用眼
行为，及时发现异常苗头：如
果发现孩子有斜视、看东西歪
头、眯眼、看电视贴很近等情
形发生时，需要及时带孩子到
正规医院进一步检查。

3.对于年龄尚小、不愿意
配合的孩子，可遮盖试验，即
遮盖住一只眼睛时，如果孩子
哭闹不安，就表示未遮盖的那
只眼睛可能视力较差，也需要
及时到正规医院眼科检查。

阅读延伸 如何及时发现孩子“弱视”

马兰头 春笋

时令蔬菜新鲜上市
开启舌尖上的春天

《健康余杭》是一档以关

注大众身心、保健意识，倡导

健康生活为主旨服务节目。

通过鲜明的节目定位、权威的

专家讲解、科学的现场演示，

为大众传播最实用、最科学的

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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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这些身影总有这些身影 伴我们温暖前行伴我们温暖前行
2020年对于他们，是不平凡的一年。1月22日，全区

8000余名医务人员放弃春节休假，随时待命。这些身影，
你还记得吗？

疫情来袭，全区1103名医务人员累计为11.4万人次
提供医学观察，为1160万余人次提供医疗服务。请战前
线，余杭 29名医护人员“逆行”武汉，1名医生驰援河北。
逆光而行，他们不问归期。一张张照片里，防护服掩不住
他们对抗困难的乐观，满脸深痕依旧展现着最美的笑容。

同年2月7日，余杭一院首批2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
出院。我们欣喜于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首场胜
利，殊不知因为这道隔离病房的门，有位爸爸一走就是54
天。

穿越酷暑，走过四季，他们立足岗位。在-18℃的冷
库，区疾控中心检查人员从不停歇；在集中隔离点，医务
人员 24小时随时待命。然而，疫情之外，还有太多的改
变。

这一年，救命神器就在你身边，余杭区共计 344个
AED布点，是浙江省内 AED覆盖最广、布点最多的城
区。老中医问诊，无人机送检，社区卫生站再升级，70周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3岁以下婴幼儿享
受照护服务，余杭区基层就诊率达75.27%，县域就诊率达
94.57%，医疗水平和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群众健康获得
感进一步增强。

积极推进和规范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为7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余杭一院首批2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英雄们互相加油打气

防护服掩不住他们对抗困难的乐观 因为这道隔离病房的门，这位爸爸一走就是54天 徐梦薇驰援武汉前剪去长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