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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

糖尿病有哪些并发症?

女文工团员慕容楚楚

青霞在东京的这些日子里，
到处能听到革命言论，到处能见
到革命青年，到处能看到革命的
书籍，她正被革命的气氛感染
着，并为之激动着、思考着……

一天，当张钟端、朱奋吾再
次来到青霞的住处聚会时，青霞
突然向二人提出了加入同盟会
的想法。

她说：“你们看我能否加入
你们的组织？我要像你们一样
为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活着，为推
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自
由民主，共和的中国而奋斗。”

闻听青霞此言，张钟端和朱
奋吾兴奋不已。朱奋吾快人快
语：“太好了，太欢迎青霞女士
了，您能加入同盟会，就是孙中
山先生、黄兴先生也会高兴的。”

1906年12月中旬，刘青霞
在东京由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负
责人张钟端、朱奋吾介绍，庄严地
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

余青霞乃一爱国女子，志愿
加入中国同盟会，不惜生命、鲜血
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而奋斗。

余宣誓：驱逐鞑虐，恢复中
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实现
三民主义而倾毕生之力。

此后不久，刘青霞在张钟
端、朱奋吾的引荐下，见到了她
崇敬已久的革命领袖、中国同盟
会领导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
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微笑着说道：“闻女
士曾被朝廷诰封‘一品夫人’，然
你这位朝廷封的‘一品夫人’，如
今却加入革命队伍，叛逆大清
国，试问大清国还能苟延残喘几
日？四万万中国人，占地球总人
口之四分之一，可谓世界上独一
无二之大民族，且有上下五千
年之文明史，可如今在满清的
统治下，人民惨遭杀戮，国家备
受欺辱，何等悲惨？呜呼！中
国国土之大，人民之多，而为俎
土之肉，任饿虎残食。今欲救
中国，惟有行革命之道，推翻满
清，建立共和，实行三民主义。
余才智短浅，不足以担负重任，
然处乱世之秋。国家危亡衰败
之时，不得不顺应潮流，奋进而

做革命之先驱，率国人中诸志
士，成立同盟会，积蓄培育革命
力量，以求大业早日实现，若苍
天有情，必助兴吾党，有豪杰之
士慨来相援，同仇敌忾，勇赴义
举，不需十年，大业可成也。余
到那时，必让渠独步，自服犬马
之劳，为国做事。余今身负重
任，日夜自奋，不敢懈怠，古人云：
有志者，事竟成。天道、人道、革
命之道，天必助之。”

孙中山谈起革命之事，滔滔
不绝，情绪甚高，侃侃而谈，令青
霞等人钦佩不已。

青霞又问道：“先生，青霞知
三民主义为民族、民权、民生，然
终不知其详，求先生明以教我。”

孙中山说道：“简而言之，民
族主义即是反对满清，推翻满
清，扫除统治与压迫中国的清政
府，造福四万万同胞，民权主义
即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共
和国，国民一律平等，人民当家
做主，民生主义即是平均地权，
核定地价，按地纳税。三民主
义，是中国建立民主、自由、文

明、富强之邦的根本，革命党人，
当为之而努力。”

听罢孙中山的话，青霞感慨
地说道：“孙先生真不愧革命之
先驱，我党之伟大领袖，有您这
样高瞻远瞩、胸怀世界的领袖，
满清必亡，共和必兴。青霞有幸
加入同盟会，有幸在日本认识先
生，死而无憾矣。”

孙中山与青霞等人聊至近
中午时，又有日本客人宫崎寅
藏、平山周二人来访，青霞等人
辞别孙中山，兴致勃勃地踏雪回
到青霞的住处。

次日，马吉樟来到了青霞的
住处，告诉青霞他考察学务的事
已暂告一段，奉朝廷之命，赶回
国内，授任湖北按察使。

青霞之兄马吉樟走后，青霞
继续在日本各地考察学堂、实
业，从事革命活动，并先后又认
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其美，朱执
信、汪精卫、蒋介石、鲁迅等人，
再次捐重金支持革命事业，留下
传奇佳话。 (4)

女文工团员慕容楚楚在遇
见刘文彬之前一直在师部文工
团的排练场练习扭秧歌。她每天
的工作就是和十几个文工团员一
起扭秧歌，想方设法将红绸巾舞
得好看再好看，同时脸上做出兴
奋状。慕容楚楚不明白自己为
什么高兴不起来。每每这个时
候，慕容楚楚就情不自禁地想起
在“紫禁宫”的日子。所谓“紫禁
宫”是燕大男生们对女生宿舍四
个院落的戏称，虽然男女授受不
亲，但宫里宫外，鸿雁传书的情
形还是时有发生的。而校园内
合唱团、戏剧社、文学社的活动
她多有涉猎，倩影留芳处，真真
追求者众。但是现在，别说追求
者，整个文工团除了那个整天阴
沉着脸的文工团长刘一飞是男
的外，其他都是没有恋爱经验的
女生。慕容楚楚实在是有些绝
望和抑郁了。

刘一飞似乎看出了这一
点。慕容楚楚每每郁郁寡欢的
时候，刘一飞就会意有所指地对
大家说：“大家注意情绪。啊，要
饱满。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主
了，心情怎么样？肯定是欢快、
激昂的……”

慕容楚楚便无奈地朝他笑
笑，做出夸张的表情。刘一飞皱
了皱眉头，背手摇头离开。

不过，慕容楚楚其实小瞧了
她的队友们。慕容楚楚每天黄
昏手捧《简·爱》在僻静处读得神
游八极之时，队友们对她其实是
充满好奇的。洋人的爱情故事
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才女慕容
楚楚会每天沉迷其间，连扭秧歌
都提不起劲呢？女文工团员很
想知道答案。所以当刘一飞走
了之后，文工团员金子小心翼翼
地拉开大门门缝，左右张望了
下，便轻轻关上门，回头俏皮地
一吐舌头，做了个OK 的手势。

众文工团员像收到某种暗
号般，呼啦一下围拢在慕容楚楚
身边，七嘴八舌地：“慕容姐，快
给我们说说简·爱的故事吧，是
不是跟兰花花一样疼死个人？”
慕容楚楚愣了一下，她没想到秘
密一下子就被捅破了。原来爱
情不单单是她渴望的，也是这些
豆蔻年华的女孩子心向往之的。

慕容楚楚问她们：“你们可
知道，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人生
会有什么奇妙的变化？”

金子伏在慕容楚楚身边，两
手托腮，纯情而羞涩地问道：“慕
容姐，你快说嘛……”

慕容楚楚：“会感觉这个世
界的一切都变得很美好。你会
宽恕任何人，哪怕对方是个十恶
不赦的坏蛋……”

金子到底年轻单纯，她有些
疑惑了：“这不是资产阶级无原
则的爱吗？怎么可能发生在我
们无产阶级身上？”

慕容楚楚笑：“金子，你谈过
恋爱吗？”

金子一脸娇羞：“哎呀慕容
姐，人家还不满18岁呢，根本不
知道啥是恋爱……”

旁边一女文工团员插话：
“别打岔了，让我们的大才女给
讲讲简·爱的罗曼史吧……”

见众人全神贯注，慕容楚楚
像是换了个人般，神采飞扬地讲
述她早就烂熟于心的简·爱故事：

“简·爱出生于一个穷牧师家庭。
不久父母相继去世。幼小的简·
爱寄养在舅父母家里。舅父去世
后，简·爱过了10年受尽歧视和
虐待的生活。过了不久，简·爱被
送进了罗沃德孤儿院…… 一天
黄昏，简·爱外出散步，邂逅刚从
国外归来的主人，这是他们第一
次见面……简·爱认识罗切斯特
后，两人都被对方独特的气质所
吸引，并且不顾身份和地位的巨
大差距深深地相爱了。可正当他
们举行婚礼时，传来了一个令人
震惊的消息——罗切斯特的前
妻竟然还活着？”

慕容楚楚卖了个关子。金
子睁大双眼，听得如醉如痴。就

在众人不知不觉间，排练场大门
被从外面推开一条缝，先是露出
一双男人的皮鞋，紧接着文工团
长刘一飞的脸出现在门缝外。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里面。众人
都听得如醉如痴，毫无所觉。

慕容楚楚继续讲：“简知道
他们不可能有平等的婚姻，只好
选择了离开。后来，简·爱意外
地遇见了她的表兄妹们，并从叔
叔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不过
即便这样，她也无法抵御对罗切
斯特的刻骨思念。最终你们猜
怎么样？简·爱回到罗切斯特身
边，毅然和他结了婚。”

金子满足地叹道：“哇，真是
个大团圆的结局。”一女文工团
员意犹未尽：“这就完了？他们
结婚以后呢？”

慕容楚楚说：“在这个世界
上，其实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
的。罗切斯特在爱的沐浴下，找
回了幸福和健康并与简·爱有了
爱的结晶……”

刘一飞就是在这个时候站
在她们后面一下一下地鼓掌，语
带讥讽：“多么美满的结局。姑
娘们，听完这个爱情故事，这个
黄昏过得还不错吧……”

慕容楚楚回头，看见刘一飞
正注视着她：“很精彩，慕容楚楚
大才女，请继续啊！……”(5)

根据发病的缓急及病理上
的差异，糖尿病的并发症分为急
性和慢性两大类。

急性并发症主要有两种：
1.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主

要是由血糖过高以及身体其他
机能代谢失调造成的。简单地
说就是，身体里缺乏胰岛素，可
是身体又需要能量，怎么办呢？
只好动用脂肪。动了脂肪以后
就产生一些废物，这些废物就包
括酮体。酮体是酸性的，如果酮
体太高，就有酮症酸中毒，我们
就管它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这种急性并发症占整个急性并
发症的80%，特别是那种该用胰
岛素又不好好打的人，容易出大
问题。所以，1型糖尿病患者不
能随便中断胰岛素。只要病人
不随意停用胰岛素或者减少胰
岛素的剂量，发生急性并发症能
及时到医院看病，治疗及时、正

确，绝大多数病人的急性并发症
就都能治愈。

2.高血糖高渗综合征。高血
糖高渗综合征是一种多发于老
年人且后果危重的糖尿病急性
并发症。表现为血糖特别高，渗
透压也特别高，血液特别黏，容
易造成昏迷、偏瘫、失语。由于
这些症状和中枢神经功能障碍
表现很像，因此很容易被误诊为
脑血管意外。这种情况通过血
糖化验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
不管有没有偏瘫、失语等大脑功
能障碍的问题，患者都应先检查
血糖。如果血糖正常，就再按照
脑血管疾病治疗，这样才可以避
免很多误治。

慢性并发症与急性并发症
不同，慢性并发症发生和进展较
为缓慢，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
难以逆转。慢性并发症有三种：

1.大血管并发症。它又分为

三种情况。第一种大血管并发
症指脑血栓，如脑血栓、脑梗，还
有脑出血。不过，糖尿病患者主
要是脑梗和脑血栓，脑出血的比
例并不是很高。第二种大血管
并发症就是心脏出问题，最主要
的是冠心病。第三种大血管并
发症就是下肢血管，糖尿病足，
俗称“烂脚”，是因为人的血管不
通，神经不灵敏，容易受伤，受伤
以后又不能愈合，最后烂了。当
然，这种糖尿病并发症也不只是
发生在脚上，也可能发生在手上
或者其他部位，所以医学上管它
叫糖尿病坏疽。

2.微血管并发症。主要包括
肾脏病变和眼底病变。其实，人
的全身都有微血管，眼底病变可
能导致双目失明，肾脏病变可能
引起尿毒症，从而给病人带来巨
大的危害。

3.神经并发症。包括负责感

官的感觉神经、支配身体活动的
运动神经以及掌握内脏、血管
和内分泌功能的自主神经病变
等。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最大的
特点是“早期不容易感觉到，晚
期难以逆转”。所以，糖尿病患
者要始终绷住慢性并发症这根
弦，要早发现早治疗，同时要把
握几个原则，即“做到五个要点，
驾好五驾马车，实现五项达
标”。五个要点指懂得多一点儿，
吃得少一点儿，动得勤一点儿，放
松一点儿，药服一点儿，以预防糖
尿病。五驾马车是通过心理治
疗、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
疗以及糖尿病监测等综合治疗
控制好糖尿病，五项达标则是说
使糖尿病患者的体重、血糖、血
压、血脂、血黏度控制到满意的
范围，以避免或延缓糖尿病慢性
病的发生和恶化。 (4)

上/期/回/顾

许山豹转身就走，众士兵纷
纷跟上。刘文彬急了，他上前一
步拦住他们的去路。刘文彬：“我
看你们谁敢走？！”许山豹：“跟你
说多少遍了，躺地上的都是我们
的兄弟，不把他们收拾稳当了，你
夜里睡得着？你睁开眼看看，看
看这些弟兄，哪个不是跟着我从
南杀到北，从东杀到西的？

上/期/回/顾

随着交流的增多，青霞与张
钟端、朱奋吾等同盟会河南支部
的领导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大有
相见恨晚之意。青霞租住的地
方，成了这些革命党人和进步青
年相聚的地方，从他们的激进言
论以及他们送给她的革命书籍
中，知道了许多她过去不知道的
人和事，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上/期/回/顾

糖尿病对人类健康有极大
的危害，而且这种危害往往是在
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患者如果平
时不注意必要的检查和正确的
治疗，那么一旦发生糖尿病的急
性并发症，或者不可逆转的糖尿
病慢性并发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