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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刊载·
依法行政　强化监管
促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
———在国家人类辅助生殖管理培训班上的交流发言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　王晓芳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

　　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
健法》以及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积极推广技术应用，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依
法强化服务监管，不断规范质量控制，有效促进了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全省取得人类精子库执
业许可资格的机构１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执
业许可资格的机构２６家（其中，具有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及其衍生技术１９家，不包括军队审批的部队医
院）。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完善依法监管的制度体系。一是健全管理
制度。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有关
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２０１１年起，我省制定了
《江苏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和《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监督管理的通
知》，对机构建设、审批校验、监督管理和质量改进等
提出要求，同时明确省、市两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
职责，今年６月实施的《江苏省实施母婴保健法办
法》已明确将人类精子库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增列
为母婴保健服务事项，将技术监管纳入母婴保健专
项技术服务监管体系，为加强依法监管奠定了基础。
二是建立综合执法机制。我省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服务执法纳入卫生计生综合执法范畴，建立了业务
主管处室负责日常业务管理、综合监督处室负责查
处违法违规案例以及专项行动整治、卫生监督机构
承担现场执法意见和行政处罚文书下达的综合执法
工作机制，切实加强了对技术服务的监管，增强了监
管效果。三是建立质量控制制度。坚持审批与管理
并重，依法定期开展校验活动，对已取得相应资格的
医疗保健机构，严格按照每２年进行一次现场校验
评审，确保各中心按许可范围规范提供服务。５年
来，我省先后组织开展了１０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现
场评审与校验。建立质量控制制度，成立了辅助生

殖技术省级质量控制中心和专家组，每年对全省各
生殖医学中心开展一次全面的质量控制，并对质控
数据进行分析。

二、建立全程监管的工作机制。一是强化规划
引导。依据我省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五年发展规
划，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坚持安全科学、统筹兼顾的
原则，严格按照规划对机构和技术进行准入，基本形
成以三级医疗保健机构为主体，以试管婴儿技术中
心为重点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网络。凡新申请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必须符合我省的机构设置
规划，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后方可筹建并参与
评审。二是强化依法准入。严格按照国家《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
精子库评审、审核和审批管理程序》开展评审工作，
在评审过程中，坚持把握标准、规范程序和专家回避
等原则，确保评审和校验的过程公开，结果公正。今
年，我省还根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服务
要求，人类精子库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行政许可
与校验事项，全部进驻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统
一受理与发证，进一步规范了监管程序。三是强化
日常监管。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列入妇幼健康服务
全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摆上重要位置，坚持行政主
导、专家参与、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将日常监管与专
项整治行动相结合，通过省市联动、部门协调配合，
形成了有效的监管机制，规范了相关医疗保健机构
的服务行为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市场秩序。
５年来，共对５家服务不规范的机构给予限期整改，
撤销了２家机构的执业资格。

三、营造促进技术发展的良好氛围。为进一步
提高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质量，促进事业健康发
展，我省着力从规范服务和质量管理方面进行强化。
一是建立人才培养机制。考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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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技术发展快，专
业要求高，我省建立全员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并加
强对从业人员的资质考核和常规审查，确保所有从
业人员１００％持证上岗。在妇幼保健重点人才评审
中，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业人才倾斜，引导各单位
加强人才培养。二是建立服务通报制度。建立技术
管理和服务的定期报告制度，每年对服务机构的基
础设施建设、人员配备、技术应用以及服务提供等情
况进行分析、通报，为各生殖中心搭建信息交换平
台，做到相互了解，发现自身不足，促进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同步提高。三是搭建技术交流平台。每年
选择不同的主题，举办１次以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专题培训班和研讨会，让从事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

专业人员了解技术发展现状，追踪学术发展的前沿
动态，并与同行交流切磋工作的困难和问题，促进技
术提升。在省妇幼保健协会成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分会，定期开展质控分析、病例讨论、学术讲座等活
动，营造了技术交流的良好氛围。我们还利用机构
评审和校验的机会，请外省专家参与，为省内专家创
造向外省同行学习、交流的机会。

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国家
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的有关规定，积极借鉴
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强化依法监管和人才
培养，促进服务规范和技术进步，为维护人民群众的
生殖健康、促进家庭和谐、保障人口安全作出新的贡
献。

省卫生计生委公布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
３家机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评审结果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印发《关
于公布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３家机构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评审和校验结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说，按照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
精子库评审、审核和审批管理程序》（卫科教发
〔２００３〕１７７号）、《江苏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和《省卫生厅关于加强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服务监督管理的通知》（苏卫社妇〔２０１１〕
１号）要求，根据申请，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对苏州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等３家机构有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项目进行了现场评审／校验。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经
研究决定：

一、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供精人工授精和植

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试运行，一年后复评；夫精
人工授精技术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胞浆内单
精子显微注射技术校验合格，继续正式运行。

二、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
技术试运行，一年后复评。

三、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夫精人工授精技术试
运行，一年后复评。

《通知》希望各有关单位按照评审意见，进一步
加强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监督管理，强化依法执
业意识和人员培训，规范服务行为，不断提高服务能
力和质量，增强群众生殖健康保障水平。

（源自苏卫妇幼〔２０１５〕４号：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公布苏州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３家机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评审和校验结果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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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指南·
江苏省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医师多点执业行为，保障医疗

质量安全，促进医师多点执业健康有序推进，根据
《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
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
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卫医发〔２０１４〕８６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医师多点执业是指符合条件的临床、
口腔、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不含执业助理医师），经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注册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两个或两
个以上医疗机构从事执业活动的行为。第一执业医
疗机构是指医师多点执业前已注册执业的医疗机
构。

第三条　鼓励和引导医师到城乡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非公立医疗机构、护理院、康复医院以及养老
服务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第四条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以及护理院多点执业的时间，可视同为
职称晋升前到基层服务时间。

第五条　医疗机构不应因多点执业影响符合相
关条件的医师职称晋升、学术地位取得等。

第六条　鼓励通过补充保险或商业保险等方式
提高医师的医疗、养老保障水平。支持医疗机构和
医师个人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等医疗执业保险。

第七条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医
师多点执业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第二章　注册管理
第八条　医师申请多点执业应当符合以下条

件：
（一）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具有中级及以上卫

生专业技术资格（新增执业地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以及护理院的，可放
宽到初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但需取得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二）完成第一执业医疗机构任务；
（三）不是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四）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在拟申请多点执业医

疗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范围内，

并与在第一执业医疗机构从事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
围一致（执业范围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康复
专业的医师可在多点执业医疗机构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全科诊疗科目下
多点执业注册）；

（五）最近连续两个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合格（初
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医师一个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合
格）。

第九条　中医类别医师以中医坐堂诊所作为多
点执业医疗机构进行注册时，其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按照《中医坐堂医诊所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第十条　符合条件的医师提出多点执业申请
的，第一执业医疗机构应予支持，并通过签订协议的
方式，明确时间安排、工作任务、薪酬、保险等内容。

第十一条　医师应当与多点执业医疗机构签订
执业劳务协议，并报第一执业医疗机构留存，包括执
业期限、时间安排、工作任务、医疗责任、医疗事故
（医疗损害事件）法律责任分担、薪酬、保险等内容。

第十二条　拟申请注册多点执业的医师，应当
向批准医师第一执业医疗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江苏省医师多点执业注册申请表；
（二）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医师执业

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初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还需
提交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复印件；

（三）最近连续两个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合格证明
复印件（初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医师提供一个周期
医师定期考核合格证明复印件）；

（四）拟多点执业医疗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副本复印件。

第十三条　退休医师向第一执业医疗机构履行
知情报备手续后即可多点执业。

第十四条　拟申请注销多点执业的医师，应当
向批准医师第一执业医疗机构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江苏省医师多点执业注销申请表；
（二）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第十五条　医师在第一执业医疗机构的执业地

点、执业范围变更的，应当按照《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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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规定办理，变更后其多点执业注册同时失效。
第十六条　批准第一执业医疗机构的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应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符合规定的全部材
料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对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符
合规定的，应当在其《医师执业证书》“变更注册记
录”栏目注明注册、注销情况，加盖注册管理专用章，
并在“医师联网注册及考核系统”中进行医师执业信
息更新。审核不符合规定的，应告知申请人原因。

第十七条　下列情况不属于多点执业：
（一）对病人实施现场紧急救治的；
（二）经第一执业医疗机构批准的会诊、进修、学

术交流等的；
（三）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或安排的慈善

或公益性巡回医疗、义诊、突发事件或灾害事故医疗
救援等指令性任务的；

（四）由医疗机构派遣在医疗集团或医疗联合体
内医疗机构执业的；签订帮扶、托管协议的医疗机
构间，受医疗机构派遣实施对口支援、支援基层的。

医疗集团或医疗联合体解体及帮扶、托管协议
终止后，医师需在原医疗集团或医疗联合体内部及
帮扶、托管协议医疗机构间执业的，需按规定办理多
点执业手续。

第十八条　有条件的地区在省级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指导下开展医师区域注册试点。

第三章　执业规则
　　第十九条　多点执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依
法执业，遵守《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按照核
定的执业地点、类别和范围开展诊疗活动，不得超出
执业范围、执业地点、诊疗科目等开展执业活动。

第二十条　多点执业医师应当根据与相关医疗
机构签订的协议，承担工作任务，合理安排工作时
间，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同时应当完成第一执
业医疗机构要求的慈善或公益性巡回医疗、义诊、突
发事件或灾害事故医疗救援等指令性任务。

第二十一条　多点执业医师应当恪守职业道
德，不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合理转介患者，扰乱医
疗秩序，损害患者权益。

第二十二条　多点执业医师不作为多点执业医
疗机构登记校验、技术和设备准入、诊疗科目设置、
重点专科评审和等级医院评审标准中的人员评价条
件。

第二十三条　多点执业医师发生医疗事故或医
疗损害事件时，由发生事故或事件的医疗机构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医师多点执业的管理制度，规范多点执业医师
执业行为，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第二十五条　多点执业医师应当按照医师定期
考核相关规定，接受各执业地点的定期考核。第一
执业医疗机构负责综合各多点执业医疗机构的考核
意见，并将相关材料归入医师定期考核档案。

第二十六条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医师
多点执业注册信息管理，发布医师需求信息，引导医
师合理流动，不断完善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多点执业医师发生违法违规行为
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做出行政处罚的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１０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
其执业注册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第二十八条　多点执业医师依法依规被处以暂
停执业活动的，应当同时暂停其所有多点执业医疗
机构的执业活动，并按规定接受培训和继续医学教
育。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江苏省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源自苏卫规〔２０１５〕３号：《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江苏省
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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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目录
（２０１５年版）

分　　类 非限制使用 限制使用 特殊使用

广谱青霉素（１２）

阿莫西林 阿洛西林 仑氨西林＃
氨苄西林 美洛西林 巴氨西林＃
哌拉西林 替卡西林 呋布西林＃
羧苄西林 阿帕西林＃
磺苄西林

对青霉素酶不稳定
的青霉素（４）

青霉素
青霉素Ｖ
苄星青霉素

普鲁卡因青霉素

对青霉素酶稳定的
青霉素（５）

苯唑西林 氟氯西林 萘夫西林
氯唑西林 双氯西林

青霉素类
复方制剂（１４）

氨苄西林／丙磺舒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阿莫西林／氟氯西林
阿莫西林／舒巴坦 阿莫西林／双氯西林
氨苄西林／舒巴坦 氨苄西林／氯唑西林
美洛西林／舒巴坦 舒他西林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哌拉西林／舒巴坦
美洛西林／他唑巴坦
替卡西林／他唑巴坦

第一代头孢菌素（１０）

头孢氨苄 头孢硫脒 头孢匹林
头孢唑林 头孢沙定 头孢噻吩
头孢拉定 头孢替唑 头孢西酮
头孢羟氨苄

第二代头孢菌素（７）
头孢呋辛（酯） 头孢替安 头孢孟多
头孢克洛 头孢尼西 氯碳头孢
头孢丙烯

第三代头孢菌素（１６）

头孢曲松 头孢噻肟 头孢特仑酯
头孢克肟 头孢他美酯
头孢他啶 头孢唑南
头孢地尼 头孢托仑
头孢唑肟
头孢甲肟
头孢泊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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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非限制使用 限制使用 特殊使用

第三代头孢菌素（１６）

头孢哌酮
头孢地嗪
头孢匹胺
头孢布烯

第四代头孢菌素（３）
头孢吡肟
头孢匹罗
头孢噻利

头孢菌素复合制剂（８）

头孢哌酮／舒巴坦
头孢哌酮／他唑巴坦
头孢曲松／舒巴坦
头孢曲松／他唑巴坦
头孢噻肟／舒巴坦
头孢呋辛／舒巴坦
头孢噻肟／他唑巴坦
头孢他啶／舒巴坦

其他β－内酰胺类（９）

头孢西丁 氟氧头孢
头孢美唑　 头孢拉宗
拉氧头孢　 氨曲南
头孢替坦　 卡芦莫南
头孢米诺

β－内酰胺酶抑制剂（１） 舒巴坦

碳青霉烯类（７）

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法罗培南
帕尼培南／倍他米隆

比阿培南
多尼培南
厄他培南

氨基糖苷类（１６）

庆大霉素 妥布霉素 卡那霉素
阿米卡星 大观霉素 西索米星
链霉素 新霉素 小诺米星
依替米星 奈替米星 巴龙霉素

异帕米星 地贝卡星
阿贝卡星
核糖霉素

大环内酯类（１７）

克拉霉素口服剂型 克拉霉素注射剂 泰利霉素＃
阿奇霉素口服剂型 阿奇霉素注射剂

红霉素 麦白霉素
乳糖酸红霉素 地红霉素
琥乙红霉素
罗红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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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非限制使用 限制使用 特殊使用

大环内酯类（１７）

依托红霉素
环酯红霉素
麦迪霉素

乙酰螺旋霉素／螺旋霉素
吉他霉素
交沙霉素

喹诺酮类（２１）

诺氟沙星 左氧氟沙星注射剂 洛美沙星＃
环丙沙星 莫西沙星 氟罗沙星＃
氧氟沙星 安妥沙星 吉米沙星
吡哌酸 加替沙星 帕珠沙星

左氧氟沙星口服剂型 司帕沙星
依诺沙星
培氟沙星
芦氟沙星
妥舒沙星
巴洛沙星
曲伐沙星
普卢利沙星

糖肽类（３）
万古霉素

去甲万古霉素
替考拉宁

磺胺类和甲氧苄啶（６）

复方磺胺甲唑
磺胺甲唑
磺胺异唑
磺胺嘧啶

联磺甲氧苄啶
甲氧苄啶

林可酰胺类（２）
克林霉素
林可霉素

四环素类（６）
四环素 米诺环素 替加环素＃
土霉素 美他环素
多西环素

酰胺醇类（２） 氯霉素 甲砜霉素

硝基咪唑类（５）

甲硝唑 塞克硝唑
左旋奥硝唑
替硝唑
奥硝唑

硝基呋喃类（３）
呋喃妥因
呋喃唑酮
硝呋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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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非限制使用 限制使用 特殊使用

多粘菌素类（３）
粘菌素口服剂型 粘菌素注射剂＃

多粘菌素Ｂ＃

其他抗菌药物（８）

磷霉素 新生霉素 利奈唑胺
利福平 达托霉素＃
利福霉素
利福昔明
夫西地酸

抗真菌药（１９）

制霉菌素 氟康唑注射剂 两性霉素Ｂ
克霉唑 伊曲康唑口服液 伊曲康唑注射剂型＃
氟胞嘧啶 伏立康唑口服剂型 伏立康唑注射剂型＃
特比萘芬 酮康唑 泊沙康唑＃

氟康唑口服剂型 硝酸咪康唑 阿尼芬净＃
伊曲康唑胶囊 硝酸舍他康唑 卡泊芬净＃

米卡芬净＃
注：１、本目录依据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卫
生部第８４号令），并结合抗菌药物药理作用、安全性、有效
性、对细菌耐药的影响及价格因素等综合考虑制定；
２、本目录所列抗菌药物是指治疗细菌、支原体、衣原体、

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等病原微生物所致感染性疾病病原
的药物，不包括外用抗菌药物及治疗结核病、寄生虫病和各
种病毒所致感染性疾病的药物以及具有抗菌作用的中药制
剂；
３、本目录收录２０７个抗菌药物品种规格，基本涵盖了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国国家处方集》、《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目录》的抗菌药物品种及江苏省集
中采购中标目录品种；
４、标注“＃“的药物，原则上仅限于三级医院使用。特殊

情况下，其他医疗机构因治疗需要使用时，应由３名以上药

学、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副高职称任职资格的人员会诊后决
定，并做好记录；
５、标注“”的药物，需要加强管理，仅限住院患者使用，

门诊不得使用；急诊、ＩＣＵ病房视同普通病房管理；
６、除本目录内的含抗菌药物复合（方）制剂外，其他含抗

菌药物成分的复合（方）制剂，均按所含抗菌药物的最高级别
管理；
７、诊疗科目含儿科的医疗机构，抗菌药物品种可增加１

个儿童使用剂型规格；
８、未收录的抗菌药物品种规格应参照特殊使用级别管

理，并报省卫生计生委及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
（源自苏卫办医政〔２０１５〕６号：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

印发〈江苏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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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全球妇女健康领域新重点确定
　　《健康报》讯：在５月１９日第６８届世界卫生大
会期间，各成员国就１９９５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签
署的《北京宣言》实施情况，及２０１５年后妇女健康面
临的挑战、新重点进行了讨论，同意将青少年健康问
题以及应对女性中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作为２０１５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

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总结报告显示，据２００８
年统计，１５岁～１９岁女性中不安全堕胎人数达到
３００万；据２０１２年统计，全球因非传染性疾病导致
３０岁～７０岁女性过早死亡约有４７０万人，且多发生
在中低收入国家；据２０１３年统计，１５岁～２４岁年轻
人的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约有６０％发生在女性中。
正因如此，世卫组织决定关注青少年健康以及非传
染性疾病对女性的危害，包括烟草使用，酒精、非法
药物等物质的非法使用，女性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防

治，减少交通道路伤害，癌症预防，精神疾病防治，老
年人照护等。

世卫组织提出，将拟定新的全球战略，将性和生
殖卫生以及人权作为重点关注领域，并促进教育、营
养、环境、卫生等多部门合作，以一代人的时间弥合
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

代表中国出席此次会议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官员表
示，２０年来，我国实施了《母婴保健法》《妇女权益保障
法》等法律，制定了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将孕产期
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等。
但艾滋病和性病、恶性肿瘤、家庭暴力以及青少年健康
等问题，仍然威胁着中国妇女儿童健康。希望世卫组
织尽快制定新的全球规划、战略目标和新的优先领域，
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建设。

（摘自《健康报》）

国家卫生计生委：改善医疗服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健康报》讯：６月１２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
通知，明确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计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求各级地方卫生计
生部门和医疗机构做到“机构落实、人员落实、职责
落实”，明确年度主题、目标和计划。鼓励创新思路、
创新举措，在改善医疗服务和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
受方面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做法和经验。

通知要求，三级医院每年必须落实行动计划关
于优化诊区设施布局营造温馨就诊环境、合理调配
诊疗资源畅通急诊绿色通道、改善流程实现住院全
程服务、持续改进服务落实优质护理要求、规范诊疗
行为保障医疗安全、妥善化解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
患关系相关内容。３年内逐步落实行动计划关于推
进预约诊疗服务有效分流就诊患者、发挥信息技术
优势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注重医学人文关怀促进社
工志愿服务等方面要求。每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对
前一年行动计划落实情况进行总结，对行动计划实
施效果进行评估，开展年度“优质服务示范医院（科

室、岗位、个人）”创建活动等。
通知要求，根据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医

疗服务最薄弱的环节，确定改善医疗服务优先领域，
做到提出一项、落实一项。对尚不具备开展条件的
行动计划内容，要纳入中长期工作安排，逐步努力达
到行动计划要求。要以医务人员积极性与人民群众
满意度为评判标准，不断调整和完善有关措施，常态
化、常规化改善医疗服务。及时了解和跟进医疗机
构落实行动计划有关情况，善于发现好经验、好典
型，组织宣传推广，增进社会各界对医疗卫生工作的
尊重、理解和支持。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决定，自２０１５年起在全国医疗系统开展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大力推进深化改革和改善服务，通
过改善环境、优化流程、提升质量、保障安全、促进沟
通、建立机制、科技支撑等措施，为人民群众提供安
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摘自《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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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来苏调研母婴保健法修订工作
　　６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健康
服务司一行４人来我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
健法》及其实施办法修订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组先后听取了省卫生计生委以及南京市卫
生局和连云港市卫生计生委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
法等工作情况汇报，实地考察省妇幼保健院、南京市
雨花台区妇幼保健所、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卫生
院等单位，与相关管理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进行了
访谈，并抽取一定比例的机构进行了书面调查，征求
对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修订的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指出：近年来，江苏以深化医改、促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抓手，着力加强妇幼健康
服务网络建设和质量管理，完善服务管理的制度体
系，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大幅度
提高，特别是在推进《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贯
彻落实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全国探索和积累
了在新形势下开展立法工作的有益经验。

调研组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依法
治国的基本方略，树立法制思维，进一步加快卫生计
生法制建设，依法规范执法和执业行为，促进妇幼健
康事业科学发展。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

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省编办赴扬州市调研妇幼保健和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工作
　　５月８日，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省编办赴扬州开
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工作调
研。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洪浩、李少冬以及省编
办事业处和省卫生计生委人事处、规划处、妇幼处负
责同志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察看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以及仪征市妇幼保健所、新
集镇卫生院和新集镇世代服务中心，并召开座谈会，
听取市、县两级卫生计生、编办等部门负责人以及
市、县、乡三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负责同
志关于本地、本单位资源整合的情况汇报，了解主要
困难，征求大家对全省推进妇幼健康服务资源整合
的意见与建议。

洪浩对扬州市率先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资源整合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对
妇幼健康技术服务资源实行优化整合，是国家为实
现资源共享，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和质量，更好满足
妇女儿童健康服务需要，持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等方面作出的战略选择。他强调，
各地要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稳妥、科学有序地开展妇
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工作，充分发
挥原妇幼保健的技术优势和原计划生育的网络优

势，推进新型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服
务能力、水平和可及性。特别是要强化基层网底建
设，加强乡镇计划生育管理职能，保留村级计划生育
专干，巩固和增强基层妇幼健康工作网底。

李少冬指出，从服务体系规划建设的角度看，妇
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整合，关键是工作
方案要切实可行，重点是要实现妇幼保健和计划生
育服务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在整合过程中，各地要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
整合工作难点，增强改革创新意识，主动协调并配合
编制管理部门创新人员编制管理办法，解决妇幼健
康服务机构编制紧张和人员安置难等问题，并加快
信息化建设，依托信息化推进服务模式改革，进一步
提高妇幼健康服务效率。

省编办对此次调研工作非常重视，事业处负责
同志全程参与，对基层提出的编制管理政策等问题
及时予以回应，并表示将进一步开展调研，全面了解
全省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基本情况，为科
学指导全省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
整合奠定基础。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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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妇幼保健中心组织专家对
我省镇江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调研
　　为更好落实《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
和《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逐步开展托
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２０１５年
５月６～８日，国家卫计委妇幼司儿童处和国家妇幼
保健中心组织专家对我省镇江市的托幼机构卫生保
健工作进行了调研。调研组主要领导和专家有国家
卫计委妇幼司儿童处徐晓超副处长、国家妇幼保健
中心儿童部王惠珊主任等。

调研组一行先后调研了镇江市的３所幼儿园，
参观了１所示范幼儿园。调研内容主要包括：托幼
机构卫生保健设施及人员规范化建设情况、各级妇
幼保健机构对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管理和指导情

况，并与各级教育、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妇幼保健院
管理人员和托幼机构人员进行座谈，深入探讨对托
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徐晓超副处长充分肯定了我省及镇江市的托幼
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特别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妇
幼保健机构对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非常重视，加
强培训及指导，并对儿童健康管理、膳食管理、托幼
机构招生前的卫生评价等方面工作给予了很高评
价，同时对我省镇江市的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提
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全省妇幼保健院（所）长培训班在宁举办
　　４月１８日，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在南京举办全
省妇幼保健院（所）长培训班，省、市、县三级妇幼保
健机构负责同志共１２０余人参加培训，省卫生计生
委妇幼处副处长王晓芳、省妇幼保健协会会长沈志
洪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晓芳副处长在讲话中强调，今年全省妇幼健
康重点抓好５个方面工作：一是全面加强服务网络
建设；二是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三是依法强
化全行业监管；四是稳步推进妇幼健康资源优化整
合；五是全面落实深化医改等重点任务。

沈志洪会长在讲话中指出，经过十几年的共同
努力，我省妇幼保健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从纵向
看，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从横向看，妇幼保
健院所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综合性医院。当前，妇幼
保健院所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希

望大家通过培训学习，进一步认清形势，理清思路，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失时机地发展壮大自己。省
妇幼保健协会是我们自己的协会组织，各位院所长
都是协会的中坚力量，大家要主动关心协会的建设，
积极参与协会的各项活动，共同努力把协会办好。

培训班对今年我省妇幼健康改革发展重点工作
任务、《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
法》、全省第二周期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人
才培养规划进行了解读。

会上，还分别成立了妇幼保健院分会和妇幼保
健所分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产生了
两个分支机构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初步确立了
两个分支机构今年的工作计划。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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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妇幼保健院（所）办公室主任培训班在宁举办
　　５月１２～１３日，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在南京举
办全省妇幼保健院（所）办公室主任培训班，省、市、
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办公室主任共９０余人参加培
训，省妇幼保健协会会长沈志洪出席并讲话。

沈志洪会长在讲话中指出，举办此次培训班的
目的有三个：一是通过培训学习，帮助大家学习掌握
妇幼健康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理
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真正成为院所长的得力助手。
二是通过培训学习，帮助大家学习掌握办公室业务
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增强实际动手能力，真正成
为能说会干的管理干部。三是通过培训学习，进一
步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快建立各个单位之
间、协会与妇幼保健院所之间的联络机制，真正发挥
办公室主任上传下达、内外沟通的作用。因此，希望

大家珍惜这次学习机会，集中精力，专心学习，虚心
请教，保证学习效果。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融会贯
通，用于实践，推动解决实际问题。相互借鉴，共同
提高，真正做到学有所获，用有所成，对妇幼健康事
业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培训班邀请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妇幼处，南京
市秦淮区委宣传部、新华日报社、省摄影家协会等单
位的领导和专家，就我省妇幼健康改革发展重点工
作任务、《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办法》、妇幼保健机构公文写作与公文运转、妇幼健
康宣传策划及危机应对、全媒体生态环境下的新闻
采编、妇幼健康新闻摄影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培训。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

全省儿童保健技术骨干培训班在宁举办
　　５月２０～２１日，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在南京举
办全省儿童保健技术骨干培训班，各级医疗保健机
构儿童保健技术骨干共１２０人参加培训。省卫生计
生委妇幼处副处长王晓芳、省妇幼保健协会会长沈
志洪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晓芳副处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省儿童保
健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做好今后工作提出三点
要求，一要加强组织建设，推进服务机构规范化建
设，为做好全省儿童保健工作提供保障。二要根据
群众实际需求，规范服务行为，改善服务质量，提高
服务水平。三要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快技
术发展，为儿童保健事业跨越式发展增添活力。

沈志洪会长在讲话中指出，省妇幼保健协会工
作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为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的宗旨；
坚持不赚医疗保健机构一分钱；坚持维护科学的纯

洁性，反对伪科学，树立风清气正的行业作风。因
此，本会针对目前社会上各类学习班名目繁多，收费
很贵，质量不高，培训内容缺少科学性、严肃性，一定
程度上造成学术思想、技术服务和业务管理混乱的
状况，通过举办技术骨干培训班，帮助大家全面系统
地梳理儿童保健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服务规范，
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提供规范服务，加强健康管
理。熟练掌握国家和省的要求，积极配合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做好全行业的业务指导和业务管理，保证
服务质量和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儿童的健康服务。

培训班就儿童健康管理规范、儿童听力保健和
听力筛查、儿童心理行为发育与早期发展、儿童眼保
健和视力筛查、儿童营养与喂养指导等进行了系统
培训。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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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分支机构工作会议在宁召开
　　６月３日，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２０１５年度分支
机构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１１个分支机构负责人和
工作秘书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各分支机构
２０１４年度工作，研究部署了２０１５年度分支机构重
点工作，省妇幼保健协会会长沈志洪主持会议并讲
话。

沈志洪会长在讲话中指出，加强分支机构管理
是协会的一项根本任务，是保障协会健康发展的基
础性工作。从今年起，省民政厅直接受理协会年检
工作，对协会的管理更加规范、更加严格。分支机构
是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建设和管理好分支机
构，协会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当前，各分支机构要
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学术活动管

理，按照协会相关规定开展学术活动，加强与协会办
事机构的沟通协调，确保协会学术活动质量，主动维
护协会声誉。二是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
省有关社团组织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协会分支机构管
理办法的规定，确保协会财务管理统一规范。三是
加强协会分支机构工作，发扬民主办会的作风，充分
发挥广大会员尤其是分会委员的聪明才智，认真开
好分支机构全委会和学术年会。各分支机构要积极
主动组织会员开展活动，确保不拖协会整体工作的
后腿，共同推进协会健康有序发展。

会上，协会办事机构通报了２０１４年度分支机构
的工作情况，重申了协会对分支机构的管理要求。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

全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培训班在宁举办
　　６月７日至１３日，省妇幼保健协会在宁举办全
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培训班。各市、县卫生计生委
《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医院
（含民营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
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人员１４００人参加培训。省
卫生计生委妇幼处王晓芳副处长、规划信息处管正
涛副调研员、省妇幼保健协会沈志洪会长出席并讲
话。

王晓芳副处长在讲话中指出，《出生医学证明》
是依法证明新生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
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证号码等的法定医学证明。
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多次就《出生医学
证明》的使用与管理作出明确规定，较好地维护了
《出生医学证明》的法律效力。但在实际管理工作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群众利益。
为此，一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和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强化依法管理和依法发证的意识，提高政策水平
和管理能力。二是要明确《出生医学证明》管理机
构，健全证件管理制度，建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和
签发人员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同时，
要加强与公安部门协作，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共同研

究解决证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三是要加强网络直
报工作，部分没有使用省级信息系统的地区要尽快
解决数据上传不及时、上传的数据不全面、不准确的
问题。四是要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今年国
家已经部署开展《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专项治理行
动，采取抽查方式对近三年来签发的证件逐一进行
核查。省级抽查７月份启动，９月底前结束。各地
要尽快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强化对《出生医
学证明》申领、运输、入库、存储、发放、签发、补发等
环节检查，全面整改存在问题，清除管理漏洞和安全
隐患，切实提高《出生医学证明》管理水平。

管正涛副调研员在讲话中指出，按照国家的要
求，为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我省研发了《出
生医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免费提供各地使用。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启用新版《出生医学证明》以来，多
数地区统一使用了省级管理信息系统，规范了《出生
医学证明》的计算机打印签发和每一个婴儿原始信
息的上报工作。没有统一使用省级管理信息系统的
地区，也能积极做好与省级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的对
接工作，及时报送《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信息。最
近，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国家《出生医学证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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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系统数据接口标准，要求以省为单位，与国家
管理平台做好对接，并按照国家标准做好２０１４年度
的数据转换，于今年６月底前向国家推送相关数据。
为此，我省已经完成了省级《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信
息系统的升级改造，接下来将对各地使用的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并与国家管理平台进行对接。
没有统一使用省级管理信息系统的地区，要尽快按
照国家标准完成本地管理信息系统的升级，做好与
省级管理平台的对接。各地要积极配合做好管理信
息系统升级工作，并按照国家标准做好２０１４年以来
《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信息数据的转换，尽快报送省
级平台，以便我省能够在今年６月底前向国家管理
平台报送相关数据。为此，我们把还没有统一使用
省级管理信息系统地区的管理人员和签发人员也请
来参加培训，目的是使广大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对本
地的管理信息系统提出有针对性的修改意见，确保
各地都能够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升级改造管理信息系
统，都能够严丝合缝地与省级平台进行对接，不断完
善管理信息系统。希望各地进一步提高对建设好
《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
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工作
中来，共同把我省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好。

沈志洪会长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出生医学证
明》管理是２０００年底原省卫生厅基妇处正式委托协

会承担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之一。十几年来，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从整体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为认真贯彻落实《母
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切实加强《出生医学证明》
管理，根据我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的现实情
况，这次培训班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全面学习《出
生医学证明》的管理规定。希望通过这次培训学习，
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和全面掌握《出生医学证明》管理
的政策规定，强化法制意识，严格执行法律制度，不
断提高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真正把国家和省的管
理规定执行到位，管理责任落实到人，管理工作落到
实处。二是全面学习《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
的使用与维护。希望通过这次培训学习，帮助大家
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我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信
息系统的硬件要求、基本功能、工作流程、操作方法、
行政监管环节、常见问题预防与处理等内容，能够正
确的、科学的使用和维护管理信息系统，扎实规范地
做好管理工作，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培训班就《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相关政策、申领
与出入库管理、签发（补发、换发）管理、废证处理管
理、信息统计与档案管理以及省级管理信息系统的
使用和维护进行了系统培训。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

我省国家级儿童营养与健康监测项目培训班
在宁举办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国家级儿童营养与健康监测
的工作质量，省妇幼保健院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
１１日在南京举办国家级儿童营养与健康监测项目
培训班。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全钰平院长、江苏省妇
幼保健院保健部蒋小青主任、江苏省卫计委妇幼健
康服务处徐柏荣主任出席培训班开幕式，来自监测
项目市、区县、乡镇（街道）３０余名学员参加了本次
培训。

本次培训班主要围绕儿童营养与健康监测项目
相关内容开展了培训，胡幼芳主任就项目方案和质

量控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针对性地对监测
工作提出了规范要求；张丹医师就表卡的填写与大
家进行了广泛交流。学习班上儿童保健专家秦锐教
授作了“儿童营养性疾病的管理”专题讲解；徐柏荣
主任就“儿童体格测量和评价“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学员们学习认真，积极主动，现场学习氛围浓厚，通
过培训既加强了对项目内容的深入了解，又学习和
掌握了专业知识，为更好地开展监测工作打下良好
基础。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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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儿童保健第四次学术交流会暨儿童营养
与心理行为发育进展学习班在镇江举办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１日～２３日，由江苏省预防医学
会、浙江省预防医学会、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及江苏省
妇幼保健院、浙江省儿童医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
联合主办、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协办的江浙沪儿童保
健第四次学术交流会暨儿童营养与心理行为发育进
展学习班在镇江举行，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共３００
余人参加。会议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和大力
支持。江苏省卫计委副巡视员洪浩、江苏省预防医
学会副会长吴红辉、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钱玲
梅、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副秘书长蒋辽远、镇江市卫生
局副局长苏枫到会并致辞。

会议特别邀请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儿童保健杂志》主编杨玉凤教授授
课，就儿童保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详细讲解。
会议同时邀请江浙沪三地儿童保健专家针对儿童肥
胖、早产儿管理、母乳喂养、语言障碍、孤独症等前沿
和热点研究进行了专题讲座，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
欢迎。本次会议面向江浙沪两省一市进行了会议征
文，共征得学术论文２００余篇，２０篇优秀论文在会
上交流发言。会议最后，江浙沪三地的儿童保健科
主任结合本地的儿童保健工作情况开展了交流。

（江苏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妇科内分泌疾病诊治与绝经期管理研讨会
在宁举办
　　由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与江苏省预防医学会联合
主办的妇科内分泌疾病诊治与绝经期管理研讨会４
月１０日～１２日在南京举行，来自省内以及福建、广
东、海南、湖北等１０个省市共２０６个单位３３９名学员
参加。研讨会邀请北京协和医院郁琦教授、田秦杰教
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张炜教授、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周坚红教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任慕兰教授、江苏省中医院任青玲主任医师、江
苏省人民医院及该院妇幼分院王水、刘嘉茵、吴洁、千
日成、程文俊教授、葛环主任医师等，分别就妇科内分
泌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相关疾病诊断治疗指南等内
容做详细讲解并进行了课后答疑。本次研讨会通过
征文精选的学术论文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妇保科）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江苏省妇幼健康教育
暨孕妇学校管理师资培训班”在宁举办
　　为了提高全省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相关人员
传播健康知识、普及健康理念的技能，进一步推动各
级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工作，６月４日～７日省
妇幼保健院在南京举办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江
苏省妇幼健康教育暨孕妇学校管理师资培训班”，来
自全省各市、县医疗保健机构健康教育负责人和孕
妇学校相关人员１３３人参加。

培训班邀请了国家妇幼保健中心、省疾控中心、
省人民医院、苏州市立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的多位专
家授课，涉及健康教育管理技能、授课技能以及孕妇
学校课程等多方面内容。学员们反映，通过专家专
题讲解，增长了知识，更新了观念，为进一步做好辖
区的妇幼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群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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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福佑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暨省三级残疾人
康复机构揭牌运行
　　近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通过省三级残疾人
康复机构认证，该院与市社会福利中心共建的连云
港市福佑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正式运行。５月２３日
上午，连云港市福佑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暨省三级残
疾人康复机构揭牌运行仪式隆重举行，该市政府、市
民政局、市卫计委、市残联领导等参加揭牌仪式。市
卫计委主任周伟致辞中强调，要把优化可及服务，普
惠民众健康作为双方合作，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
市妇保院、市社会福利中心双方领导表示，要立足实
际，进一步创新合作模式，提高服务水平，造福全市

残疾儿童。
连云港市副市长董春科为其揭牌。揭牌仪式结

束后，董副市长一行到新成立的市福佑儿童早期发
展中心看望了正在那里的残疾儿童与医护人员，他
希望，市妇保院、市社会福利中心不仅要充分利用好
硬件设施，发挥好技术水平，还要履行好公益职责，
共同服务好全市残疾患儿，为全市残疾儿童早日康
复贡献一份力量。

（许成）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霍尔果斯市人民医院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６月８日上午，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霍尔果
斯市人民医院友好合作医院揭牌仪式在霍尔果斯市
人民医院会议室隆重举行。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组
长、霍尔果斯市委副书记陈中本与霍尔果斯市副市
长李素梅共同为友好合作医院揭牌。参加揭牌仪式
的有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霍尔果斯市委、市政府领
导、霍尔果斯市卫计委、双方医院领导及相关处室负
责人。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组长、霍尔果斯市委副
书记陈中本讲话时指出，近两年来，霍尔果斯医疗卫
生事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给予
的专家、技术及物资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他希望
要以建立友好合作医院为契机，连云港市妇幼保健

院不仅要继续帮扶、支持霍尔果斯医疗卫生事业，进
一步提高霍尔果斯医疗卫生整体技术水平，还要把
连、霍之间建立起的友谊传递下去。霍尔果斯市卫
计委党委书记兼市人民医院院长杜美兰对连云港市
妇幼保健院医疗团队的支援表示衷心感谢，她期望，
通过建立友好合作医院平台，把双方医院建立成紧
密型友好合作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院长施庆
喜表示，将继续发挥本院妇产儿等专科优势，大力帮
助和扶持霍尔果斯市人民医院，并代表连云港市妇
幼保健院向霍尔果斯市人民医院赠送了５万元药
品。

（许成）

省妇幼保健院派出专家团队定期赴洪泽坐诊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与洪泽县妇幼保健院于
２０１４年签订了定点支援协议，为扎实推进帮扶工
作，该院从今年开始每个月都派遣专家团队到洪泽
坐诊，受到了当地群众和基层医务人员的欢迎。４

月２５日，该院派出妇科姜子燕、乳腺科郑伟、儿童保
健科秦锐、生殖医学科黄洁等首批专家前往洪泽。
当专家们驱车两个小时赶到洪泽县妇幼保健院时，

（下转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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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扬州市全面提升区域妇幼保健联合体
各层级服务能力
夏顺珍　戴　萍

　　作者单位：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扬州２２５００２

　　２０１４年，扬州市卫计委印发了《关于建立扬州
市区域妇幼保健联合体的实施意见》，１１月１日正
式成立以扬州市妇幼保健院为核心，宝应、高邮、仪
征、江都、邗江等县（市、区）妇幼保健院（所）为成员
的区域性妇幼保健联合体，正式启动妇幼保健机构
管理模式改革试点工作。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作为联合体的龙头单位，注
重自身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了以下工作，达到了与
成员单位共同提升与进步并双赢的结果。

一、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扬州妇幼保健院综
合实力及指导能力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扬州市妇幼保健院与上海红房

子妇产科医院正式签约，双方今后将在医疗、教学、
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度交流与合作，建立双
向转诊机制，为疑难危重病人转诊提供绿色通道，并
在人员进修学习、远程会诊、科研课题、重点学科建
设等方面进行更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使上海红
房子妇产科医院的医学前沿技术与扬州市妇幼保健
院的服务理念有机地结合，最终达到服务社会，互惠
双赢的目的。２０１５年，扬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宫颈
专科门诊每月两次将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请进
来，让扬州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诊
疗服务，并请专家对相关专业人员进行国内外本专
科最新学术领域新知识、新理念的培训与业务技术
指导。同时，医院科教处分次、分批将临床医务人员
选送红房子医院进行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新技术、
新项目等相关主题的培训，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分批、
分层的短期进修，不断提升临床医务人员的专科理
论与业务技术水平。

二、成立联合体后工作模式的转变
在联合体成立初期，各项管理工作目前采取松

散型合作模式。各成员单位保留独立法人地位，自
主经营、单独核算，原单位性质、隶属关系、产权关

系、人事关系均不变。联合体挂牌后，扬州市妇幼保
健院主动联系各成员单位，建立联合体内各成员单
位管理人员通讯录，并确定各单位具体联络人。制
定联合体试点实施方案、联合体章程，与各成员单位
分头签订合作协议。

各成员单位在全市区域卫生规划下开展工作。
通过共同搭建“医疗保健技术合作平台、学术技术交
流协作平台、资源共享平台”及“双向转诊和医疗急
救绿色通道”，充分发挥扬州市妇幼保健院现有“中
心化运作模式”的效能，凸显“新生儿救治中心”、“新
生儿筛查中心”、“产前筛查中心”等的行业管理与指
导职能，在以往妇幼保健常规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对接完善，稳步调整医疗服务模式、专业技术结构、
业务发展方向。在医疗、护理、药剂、医技、公共卫生
服务、社区保健、康复、农村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多领
域全面开展合作。提供管理培训与交流、临床进修
与带教、技术指导与培训、业务咨询与督导、新项目
技术交流与学术研讨、教学互动和远程医疗、医疗扶
贫、卫生下乡、技术协作、双向转诊以及新技术、新项
目开展等工作。努力使医疗保健服务实现上下联
动、横向联合、紧密融合的发展初衷。

三、具体工作的开展
为实现管理的无缝隙对接，在合作之初，扬州市

妇幼保健院从硬件建设与制度完善两方面着手，同
步开展“联合体内视频网络建设”与“职能科室任务
分解”两项重点工作。目前“网络视频”工作已正常
开展。

为及时、准确了解掌握各成员单位的需求与存
在问题，在合作起始阶段，扬州市妇幼保健院多次组
织调研、座谈，对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摸
底，努力把握成员单位的不同需求和优劣势所在。
随后，该院抓紧落实工作跟进，进一步组织相关职能
科室负责人会议，对联合体内干部交流、专家坐诊、
学习培训这几项主要工作进行任务初步分解，责任
落实到相关职能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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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该院医务处制订了详细的专家坐
诊排班表，并多次组织专家到成员单位坐诊；科教处
联系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专家教授，于２０１５年
１月２５日举办联合体内“宫颈疾病诊疗知识培训
班”；新生儿转运中心加强联合体内单位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目前来看，各成员单位新生儿转运频次均明
显增加；保健部在常规妇儿保工作开展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妇儿保门诊规范化管理，多次派出专家督
导、指导，强化对口支援工作。

为改变联合体成员单位孕妇三维彩超检查、预约
困难的现状，市妇保院Ｂ超室专门设置专职护理人员
和专用话机，开拓三维彩超专门候诊区域，开拓中午
及晚间时间加班加点满负荷运转。同时，加强与各成
员单位医务人员对接告知，目前已全面实施联合体内
成员单位优先预约挂号，做到了联合体内标准化、前
瞻性统一管理，有效缓解了基层单位三维彩超预约困
难的问题，减少了孕妇及家人的来回奔波。

四、抱团发展
在具体工作开展中，扬州市妇幼保健院突出抱

团发展的思路，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在各领域的不
同优势，扬长避短，减少重复购置和资源浪费，做到
人员、技术、设备、科研教学等医疗资源互补与共享，
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和费用，全面提升各成员单位的
妇幼保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机构管理水平和专科
服务能力，保障和促进全市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和母
婴安全。

联合体发展初期，该院遵循科学发展的理念，设
想分三个阶段稳步过渡。目前暂处于发展的第一阶
段，即初级妇幼保健联合体阶段。本阶段突出联合
体内各成员单位之间业务上的合作，其他人事、财务
等管理权限不变。具体联合方式及细则由各联合体
成员单位自行协商制订。目前，已有仪征市妇幼保
健所与扬州市妇幼保健院建立起紧密型合作模式，

并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５日正式挂牌“扬州市妇幼保健
院技术指导单位”。

为体现“普遍推开，重点跟进”的工作方法，扬州
市妇幼保健院以与仪征的合作，作为联合体改革试
点的突破口，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从２０１４年上
半年起，双方着力沟通协作，建立了一系列灵活的合
作机制。

首先，从互派管理人员参加双方单位各级各类
活动做起。一是组织管理人员两次参加管理工具培
训竞赛活动，指导仪征妇保所管理人员正确使用“鱼
骨图”等管理工具，持续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升医疗服务质量。二是组织院管理干部参加仪征妇
保所年中、年终考核，并参与评分点评。三是下派管
理干部兼任仪征妇保所副所长，参加其所务会，参与
管理，每周有２～３天参加仪征妇保所的日常工作，
在质量管理、细节指标、工作方法上予以分析指导。

其次，从加强管理质量入手，设立对口科室名誉
主任。采取“事前制定方案、事中积极参与、事后及
时点评”的方法，将其相应科室视作市妇保院分支机
构，与市妇保院科室建设同步规划实施发展，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联合体挂牌至今，已接受仪征妇幼保健所
１０人次以上专项培训。

五、今后发展思路
在第一阶段工作趋于成熟以后，今后相当一段

时间内，逐步探索向第二、第三阶段过渡，即进入高
级妇幼保健联合体阶段和妇幼保健联合体推广阶
段，高效整合区域妇幼保健资源。最终形成集人权、
事权、财权于一体的“妇幼保健集团”，建成由专业委
员会负责联合体日常运行，市卫计委负责日常监督，
理事会负责重大事项决策的新型妇幼保健服务网
络。实现“统一业务管理”、“统一功能定位”、“统一
资源配置”、“统一医保支付”的集团化管理，呈现公
共卫生与医疗资源的公益最大化效应。

（上接第１６页）
慕名前来就诊的患者清晨就已排起了长龙。专家们
不辞辛苦，不作休息立即投入工作，为每一位患者细
致诊疗。坐诊工作于当日下午五时结束，共接诊患
者１０９人次，其中妇科３１人次、乳腺科２９人次、儿
童保健科２６人次、生殖医学科２３人次。

今后，省妇幼保健院还将定期派出妇科、产科、
儿科、乳腺科、儿童保健科、妇女保健科等专家到洪
泽县妇幼保健院坐诊、手术、讲学，以实现“基层首
诊、分级医疗、定点指导、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协
作目标。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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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讲座·
婴儿湿疹的诊断与治疗
吴升华

　　作者单位：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南京２１００３６

　　婴儿湿疹是一种婴儿常见的由内外因素引起的
变态反应所导致的慢性复发性过敏性皮肤炎症性疾
病。内在因素包括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婴儿皮肤的
特点、肠壁通透性高易吸收过敏原等，外在因素包括
食物过敏原、理化因素、环境温度和气候因素等。其
中，与遗传和过敏体质密切相关的称为遗传过敏性
湿疹或特应性皮炎。

一、诊断标准
（一）诊断依据：
１．２岁前发病，在面颊部，前额和四肢伸侧可

见湿疹（表现见下述），因瘙痒而烦躁、哭闹。
２．一级亲属中可有特应性疾病史。
（二）分期诊断
１．急性湿疹：多对称分布于头面、耳后，也可见

于四肢远端、手足、阴囊、女阴、肛门等处，为密集的
粟粒大的小丘疹、丘疱疹或小水疱。基底潮红，可见
渗出及小糜烂面，境界不清。因瘙痒而烦躁、夜间哭
闹。搔抓后有明显的点状渗出及糜烂面，浆液渗出，
易结成黄褐色厚痂，容易继发细菌感染，并形成脓
疱。可合并毛囊炎、疖，局部淋巴结炎等。
２．亚急性湿疹：由急性湿疹炎症减轻后发展而

来。皮损以小丘疹、白色鳞屑和结痂为主，仅有少数
丘疱疹或小水疱及糜烂。此期痒感稍见轻，病程可
达数周之久。
３．慢性湿疹：由急性、亚急性湿疹反复发作不愈

而致，也有最初即表现为慢性炎症。多为１岁以上
幼儿。以皮肤肥厚，表面粗糙，覆以少许糠秕状鳞
屑，或因抓破而结痂，有不同程度的苔藓样变，边界
相对清楚，外周可有丘疹、丘疱疹散发。在手足等关
节处可发生皲裂。剧痒难忍。病情反复，经年累月
难得痊愈。

（三）分型诊断
１．脂溢型：又称为婴儿脂溢性皮炎。多见于１

～３月的小婴儿。前额、颊部、眉间、鼻唇沟、头顶皮
肤潮红，被覆盖黄色油腻性鳞屑，头顶部可有较厚的

黄浆液痂。严重时颏下、后颈、腋下、腹股沟可有糜
烂、潮红、渗出。一般在６个月后饮食多样化后自
愈。
２．渗出型：多见于３～６月的肥胖婴儿。面颊部

对称性红色小丘疹，间有小水疱、红斑，基底浮肿、糜
烂、渗出，黄浆液痂较厚。因抓破而出血。
３．干燥型：多见于６个月～１岁较瘦弱的婴儿。

可开始即为干燥型，或亚急性期以后。面部、躯干、
四肢侧伸面丘疹、红肿、硬性糠皮样鳞屑及结痂，无
渗出。常合并营养不良。

二、治疗方案
（一）基础治疗
１．避免诱发因素
（１）避免食入致敏食物：注意观察对所进食物的

反应，避免食入致敏食物。如疑为牛奶或普通奶粉
过敏，应立即停用。严重湿疹者改为游离氨基酸配
方奶粉３～６个月，以后在１～２年逐步升级为深度
水解配方奶粉（３～６个月）、适度（部分）水解配方奶
粉。轻度湿疹者改为深度水解配方奶粉，２周后如
湿疹改善，用１～３个月再升级为适度（部分）水解配
方奶粉。反之，２周后如湿疹仍无改善，改为游离氨
基酸配方奶粉１～３个月，湿疹改善后，在１～２年逐
步升级为深度水解配方奶粉、适度（部分）水解配方
奶粉。如疑为鸡蛋过敏，可单喂蛋黄，湿疹消退后从
少量蛋白开始，逐渐加量。单喂母乳的患儿，在母乳
喂养期间母亲可进行饮食回避。回避鱼、虾、蟹、花
生、鸡蛋以及辛辣的食物，２～４周后患儿湿疹消失，
母亲可逐渐分次加入１种已回避的食物，如湿疹不
出现，可恢复此食物。

（２）避免理化因素刺激：日常护理中除用适用婴
儿的擦脸油外，不用任何化妆品。要避免让有刺激
性的物质接触孩子的皮肤，禁止用肥皂和过烫的水
清洗患处。平时要给小儿穿松软、宽大的棉织品或
细软布料的内衣，避免穿化纤织物，而且内、外衣
均要忌羊毛织物以及绒线衣衫。婴儿的尿布应勤洗
勤换，勤换衣物和床单等生活用品，避免搔抓和摩
擦；避免过度清洗皮肤，尤其是烫洗和过度使用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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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注意保持适宜的环境温度，减少汗液的刺激；注
意保持清洁的生活环境，不养宠物，减少如屋尘、螨、
动物毛、花粉、真菌等变应原；应保持适宜的室温，
因为室温过高会使湿疹的瘙痒感加重。

（３）恢复和保持皮肤屏障功能：纠正皮肤干燥。
每日用温水沐浴１次，在增加湿度的同时还有利于
减少渗出，去除痂皮。在沐浴后应即刻使用５％尿
素霜、婴儿润肤剂或婴儿保湿剂，以保持皮肤的水合
状态，保护屏障功能和减轻瘙痒症状。

（二）内服药物
１．抗组胺药：２岁以内患儿常因剧烈瘙痒而烦

躁不安，影响睡眠和饮食，因此，治疗中应选择具有
镇静作用的第１代抗组胺Ｈ１受体类药物口服，如
苯海拉明、扑尔敏糖浆。２岁以上患儿宜选用无镇
静作用的第２代抗Ｈ１受体类药物口服；其中阿司
咪唑（息斯敏）、特非那丁（敏迪）有心脏副作用，不宜
选用。可应用心脏副作用少的药物如氯雷他定（开
瑞坦糖浆、华畅），１～２岁每天２．５ｍｇ，２岁以上儿
童，体重＜３０ｋｇ者每天５ｍｇ，体重＞３０ｋｇ者每天
１０ｍｇ，均为每天１次口服，或用地氯雷他定、西替
利嗪（仙特敏滴剂、贝分）等。第３代抗Ｈ１受体类
药物副作用少，儿童应用安全，如非索非那定、去甲
阿司咪唑、左旋西替利嗪。
２．糖皮质激素：口服或静脉滴注常能迅速奏效，

但此药停药后很快复发，长期应用易引起许多不良
反应和有依赖性，故一般不常规应用。全身激素治
疗仅用于常规治疗无效以及严重的全身湿疹患者。
可短期口服泼尼松，每天１ｍｇ／ｋｇ，病情好转后逐渐
减量、停用。
３．抗生素：仅用于因局部脓疱等感染伴有发热

或白细胞升高的患儿。多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可应用青霉素、第２代头孢菌素口服或静脉滴注。

（三）外用药物
１．急性期：无水疱、糜烂或渗出者，可选用洗剂

如炉甘石洗剂、炉甘石呋喃西林洗剂，或糖皮质激素
乳膏或凝胶。有糜烂但渗出不多者，可用氧化锌油
剂。有大量糜烂渗出者，应选择冷湿敷，用３％硼酸
溶液、０．１％盐酸小檗碱溶液、０．１％依沙吖啶溶液、
０．１％呋喃西林、０．１％雷佛奴尔、１：５０００高锰酸钾
溶液或蓝科肤宁湿敷２０分钟，每日２～３次。如果
创面渗出物过多，应勤换敷料。要注意湿敷的面积
不能超过全身面积的１／３，以防着凉。室温过低时
可将溶液加温后再湿敷。湿敷２～３天后皮损见轻，

可外用４０％氧化锌油、５％糠馏油或５％黑豆馏油，
疑有细菌感染时外用雷佛奴尔氧化锌油、１％氯霉素
氧化锌油。有真菌感染者用２％咪康唑或１％益康
唑。
２．亚急性期：先外用糖皮质激素乳膏，如１％氢

化可的松霜、０．１％丁酸氢化可的松霜（尤卓尔）、０．
１％糠酸莫米松（艾洛松）或０．０４％醋酸地塞米松
霜。约１周左右，皮损一旦消失，改用非激素类药物
如０．１％依沙吖啶糊剂、氧化锌糊剂或苯海拉明霜。
有糜烂渗出或疑有感染时，加用２％莫匹罗星软膏
（百多邦）和２％咪康唑。
３．慢性期：糖皮质激素软膏、硬膏、乳剂或酊剂

等，可合用保湿剂及角质松解剂。糖皮质激素软膏
可与非激素软膏交替使用。前者如尤卓尔、艾洛松，
后者如氟芬那酸丁酯软膏（布特）、５％乙氧苯柳胺软
膏或苯海拉明霜。皮损肥厚者可加用角质松解剂
２０％～４０％尿素软膏、５％～１０％水杨酸软膏，苔藓
化明显可用０．１％维Ａ酸软膏。对慢性湿疹苔藓化
显著者可用５０％松馏油软膏或２０％黑豆馏油软膏。
严重患儿激素软膏治疗无效者，可应用０．１％他克
莫司软膏或１％吡美莫司软膏。

三、治疗经验与解析
１．外用糖皮质激素制剂是治疗湿疹的主要药

物。初始治疗应根据皮损的性质选择合适强度的糖
皮质激素。轻度湿疹者应用弱效糖皮质激素如氢化
可的松、地塞米松乳膏；中度湿疹者应用中效糖皮质
激素，如曲安奈德、糠酸莫米松等；重度肥厚性皮损
应用强效糖皮质激素如哈西奈德、卤米松乳膏。儿
童患者、面部及皮肤皱褶部位皮损应用弱效或中效
糖皮质激素。但此类药膏不宜长期使用，一般不宜
超过２周，因为外用过多会被婴儿皮肤吸收，造成局
部皮肤色素沉着或轻度萎缩。研究发现湿疹病变处
大多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的定殖，因此主张局部
联合应用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治疗，前者包括２％
莫匹罗星软膏（百多邦）、２％咪康唑，或应用派瑞松
（含硝酸益康唑和曲安奈德）。
２．外用药物只能暂时缓解皮疹。应用激素类药

物１周左右，皮疹消失，停用后再次出现。因此，去除
过敏原、避免理化因素刺激，是治疗的重点。引起婴
幼儿湿疹的主要原因是食物过敏，包括乳品、母乳、牛
奶及奶粉。母亲大量食用鱼、虾、牛奶、鸡蛋等高蛋白
饮食，过敏原在胎儿期通过胎盘，在婴儿期特别是新
生儿通过乳汁可将这些致敏原输入婴儿机体，引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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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反应。外界物理化学性刺激如日光、紫外线、寒冷、
炎热、干燥、大量出汗、搔抓、摩擦以及各种动物皮毛、
植物、化学物质等均可诱发湿疹，日常用品如香脂类
化妆品、肥皂、人造纤维也可诱发湿疹。
３．蛋白质水解配方奶粉有３种：①适度（部分）

水解配方奶粉中，蛋白的主要形式为小肽，降低了牛
奶蛋白的抗原性，但还保留适量的抗原活性，仍可致
敏。②深度水解配方奶粉中，蛋白的主要形式是二
肽和三肽，抗原活性更低。③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
中，蛋白已消失，水解为氨基酸，无抗原性。因此，深

度水解配方奶粉、游离氨基酸配方奶粉对婴儿湿疹
有治疗作用。长期喂养以上３种蛋白质水解配方奶
粉不影响生长发育，但也有的研究认为，喂养深度水
解配方奶粉可造成第１年体重生长不足。游离氨基
酸配方奶粉可促进生长发育，使生长障碍的患儿恢
复正常，但口味较难接受和价格昂贵等缺点，仅适宜
短期食用３月左右。近年来研究证实，出生立即应
用适度（部分）水解配方奶粉可预防湿疹的发生。豆
奶粉不宜作为牛奶过敏者的替代食品，因为１０％～
６０％的牛奶过敏者对豆蛋白也过敏。

孕早期流产与保胎
周德兰

　　作者单位：江苏省人民医院妇科　南京２１００３６

　　国内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血清β－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孕酮的检查已经成为早
孕妇女普遍开展的项目。开展普遍筛查以后，很多
孕妇被诊断为“孕酮低”，继而口服孕激素或者打黄
体酮“保胎”，这样的医疗措施似乎听起来合乎道理，
低了嘛，容易发生流产，所以要进行补充，孕妇们一
听，宝贝要紧，那就赶紧用药吧。然而，这样的措施
是否合理呢？
１．流产的病因
在整个女性人群中，临床妊娠总流产率大约为

１５％左右，如果计算生化妊娠的话，总的胚胎丢失率
要高达６０～７０％，在所有受孕的胚胎中，大约只有
１／３左右能够转化为存活的新生儿。所谓生化妊娠
就是极早期妊娠流产，血中可以检测到β－ＨＣＧ升
高，但超声检查看不到孕囊，又称为“亚临床流产”。
妊娠其实是一个自然选择和自然淘汰的过程，大多
数早期流产和染色体异常有关，也就是说胚胎本身
有异常，比例大约为５０％左右，真正因黄体功能不
全引起孕激素缺乏导致的流产所占的比例很小。因
胚胎本身问题引起的流产，孕酮低是一种结果，而不
是流产的原因，这样的流产是人类不断优化自身的
一种方式，补充孕激素保胎是无益的。目前随着我
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不少符合政策的家

庭如火如荼地为二胎忙碌起来，但是第一批独生子
女显然已经进入了大龄妊娠行列。随着女性年龄的
增加，卵子质量也在下降，受精卵异常的概率也明显
上升。因此对于高龄孕妇先兆流产，最主要原因是
胚胎染色体异常，这种情况下盲目黄体酮保胎是没
有意义的。
２．早孕期要不要检测孕激素水平？
２０１３年发表的关于孕酮预防流产的最新综述

（最权威的循证医学证据）的结论是［１］：应用黄体酮
（无论是肌注还是口服）预防流产是无效的；对于三
次或以上的连续自然流产，经验性地补充黄体酮可
能会有益处，但是这需要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来进
一步证实。既然应用黄体酮保胎是无效的，干嘛还
要检测孕激素的水平来指导保胎呢？所以临床上如
果孕妇没有出血、腹痛等异常情况，根本没有必要进
行孕酮检测，也不推荐常规检测孕酮水平指导保胎。
如果仅仅查出这个指标低，但无症状，也没有太大的
意义。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检测孕酮的作用。
早孕期若是有阴道出血，进行β－ＨＣＧ、孕酮的联合
检测对于判断妊娠的预后还是有帮助的。正常情况
下，在停经４周～８周内，β－ＨＣＧ若间隔４８小时
检查一次，会出现倍增，若倍增不佳或者呈现下降趋
势，则提示预后不佳，有可能是流产或者宫外孕；而
对于孕酮的检测，单次的结果就可以协助判断预后，
通常情况下良好的宫内孕情况下，孕酮值在２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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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以上，而孕酮值＜５ｎｇ／ｍｌ则提示妊娠结局不良，
介于５～２５ｎｇ／ｍｌ之间意味着结局不明，需要进一
步地等待了解，因此孕早期孕酮检测目的绝对不是
为了补充黄体酮，而是帮助临床医生判断妊娠预后
或者鉴别诊断。
３．有阴道出血等先兆流产症状的孕妇，检查发

现孕酮值低怎么办？
对于有阴道出血等先兆流产症状的孕妇，如果

检查发现孕酮值低，临床上首先要做超声检查确定
宫内孕还是宫外孕，在排除宫外孕后，医生应仔细追
问病人的既往月经情况，是否有月经间隔时间短（短
周期）和月经不调等异常情况，以除外黄体功能不全
等问题引起的出血和孕酮低。如果是初产妇，阴道
出血量少，主要考虑和劳累、压力过大等有关，可以
暂时不补充黄体酮，密切观察即可。如确有黄体功
能不全可以补充孕激素，以防流产的发生。对于有
３次或以上的连续自然流产，可以予以经验性地补
充黄体酮。另外在少数情况下，也是需要补充黄体
酮的，例如早孕期因手术切除黄体的病人和部分因
手术操作导致孕酮水平下降的ＩＶＦ病人等。

４．黄体酮会致畸吗？
目前，临床上除了滥用黄体酮保胎的现象比较

严重外，还有些人则担心使用黄体酮会导致胎儿畸
形，该用药时不用药；甚至有一些曾经用过黄体酮保
胎、现在孩子早已出生而且发育良好的妈妈，也在担
心药物可能对孩子产生了不良影响。目前，常用于
保胎的天然和近天然黄体酮已有大量使用病例，研
究统计显示，合理使用黄体酮不会增加胎儿畸形的
风险。但这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用，一定是需要了
再用。

总之，在早孕期对所有的孕妇进行β－ＨＣＧ、孕
酮的检查是没有必要的，不推荐常规测定孕酮水平指
导早孕保胎；即便查出孕酮值偏低，也不要急于补充
黄体酮。目前的研究结果只支持对有３次或以上流
产病史的孕妇进行黄体酮预防性保胎治疗是有益的。
另外合理使用黄体酮，不会增加胎儿畸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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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生后０～４月龄不同喂养方式对婴儿期
体格生长速率及营养状况的影响

张新华　赵艳　张丹　李婧　张桂香　胡幼芳　秦锐

　　【摘要】　目的　　探讨生后０～４月龄分别采用母乳喂养与混合喂养对足月正常儿０～１２月龄
身长、体重的增长速率及营养状况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１１名足月产的单胎正常儿，其中母乳喂养儿
１１５名、混合喂养儿９６名，每个婴儿分１３个月龄组进行体重、身长测量，比较各项体格指标的增值变
化，评价每个婴儿在３、６、９、１２月龄时的营养状况（Ｋａｕｐ指数法）。结果　不同喂养方式两组的体重
增值无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混合喂养组身长增值在３月龄与１２月龄时较母乳喂养组高，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其他月龄点两组的身长增值均无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两种喂养方式各月龄点其营
养状况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混合喂养可引起婴儿生长发育偏离健康母乳喂养婴儿，生后坚持母乳
喂养对于婴儿期达到最佳生长发育状态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母乳喂养　婴儿　生长速率　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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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早期体格发育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喂养方
式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母乳喂养是世界卫生组
织（ＷＨＯ）倡导的最佳喂养方式，且近年来的研究
显示母乳喂养婴儿的生长发育轨迹被认为是正确评
价、指导婴幼儿生长发育的良好参考依据［１］。本课
题分别选取母乳喂养与混合喂养婴儿２１１名，调查
其０～１２月龄体格生长速率并评价其营养状况，探
讨不同喂养方式对婴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一、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　选取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出生的母乳

喂养婴儿１１５名（男６８名，女４７名），混合喂养婴儿
９６名（男４８名，女４８名），均符合入选标准。

２、入选标准　母亲孕期健康、在本市长期居住、
愿意参加随访体检者，婴儿为足月产的单胎正常儿，
出生体重在２５００～４０００ｇ之间，出生及生后未出现
影响体格发育疾病者。
３、喂养方式的界定　本课题参照１９９７年ＷＨＯ

发布的标准［２］，将母乳喂养界定为生后坚持完全母乳
喂养至少４个月，４～６月龄开始添加泥糊状食物，并持
续部分母乳喂养至１２月龄，母乳喂养期间不给婴儿添
加任何饮料或母乳代乳品（婴儿患病期间遵医嘱给与
的液体除外）。混合喂养定义为出生后４个月内除母
乳外，给婴儿添加了其他代乳品。
４、资料收集　①体格发育测量指标为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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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身长（ｃｍ），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人员采用统一
配置的工具进行测量，每次连续测量２次，取平均
值。体重精确读数至５０ｇ，身长精确读数至０．１ｃｍ。
监测频率为出生当日，１～１２月龄每月１次，共１３
次。②采用Ｋａｕｐ指数分别评价３、６、９、１２月龄时婴
儿的营养状况，Ｋａｕｐ指数＝〔体重（ｋｇ）／身长
（ｃｍ）２〕×１０４，Ｋａｕｐ指数＜１５者，有偏瘦倾向，表
示营养状况差，１５１９者为正常，１９～２２为优良，有
偏胖倾向，

!２２为肥胖［３］。
５、统计学处理　本课题所有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库、双份录入并进行逻辑检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二、结果
１、不同喂养方式婴儿期体重、身长增值的变化

　母乳喂养组在３月龄前的体重增值与混合喂养组
相比互有高低，自３月龄起，混合喂养组较母乳喂养
组的体重增值高，但两组的体重增值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身长增值在３月龄与１２月龄时混合
喂养组较母乳喂养组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但其他月龄点两组的身长增值均无统计学差
异（犘＞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２、不同喂养方式婴儿期不同月龄的营养状况　

在３月龄时有２名婴儿肥胖（均为母乳喂养）；６月
龄时两组分别各有１名婴儿肥胖；９月龄时有２名
婴儿偏瘦（均为母乳喂养），３名婴儿肥胖（混合喂养
组１名，母乳喂养组２名）；１２月龄时有４名婴儿偏
瘦（均为母乳喂养）；但两种喂养方式婴儿各月龄的
营养状况无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结果见表２）。

表１　不同喂养方式婴儿期体格增值（Ｍｅｄｉａｎ±ＳＤ）

月　龄
体重（ｇ） 身长（ｃｍ）

母　乳喂养组
混　合喂养组 Ｆ Ｐ 母　乳喂养组

混　合喂养组 Ｆ Ｐ

１月～出生 １１６７±２７８ １０９６±２９４ ３．０７７ ０．０８１ ４．９±１．１４．９±１．７ ０．１２２ ０．７２７
２～１月 １４０８±３９９ １５２２±３７８ ３．８９２ ０．５０ ４．３±１．６４．１±１．５ ０．５１０ ０．４７６
３～２月 ９６０±４７１ ９０８±３７０ ０．６１９ ０．４３３ ２．７±１．４３．２±１．３ ５．０７５ ０．０２６
４～３月 ７５５±３５３ ７９０±３１２ ０．４２３ ０．５１７ ２．５±１．３２．６±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９１３
５～４月 ５５９±２８１ ５６８±２５４ ０．０４３ ０．８３６ ２．０±１．１２．３±１．２ ２．１３５ ０．１４６
６～５月 ４１５±２７５ ４７４±３１１ １．５９８ ０．２０８ １．９±０．８１．８±０．９ ０．５８４ ０．４４６
７～６月 ３５３±３０４ ３７４±３１７ ０．１７６ ０．６７５ １．６±０．９１．５±０．９ ０．６２４ ０．４３１
８～７月 ２４６±２９７ ２８０±３５５ ０．３９９ ０．５２９ １．２±０．８１．４±０．９ ０．６３６ ０．４２７
９～８月 ３２５±４１４ ３８０±３４９ ０．７９７ ０．３７３ １．３±０．８１．２±１．０ ０．１７２ ０．６７９
１０～９月 ２６４±３５０ ２８７±３８７ ０．１５８ ０．６９１ １．３±０．８１．３±０．８ ０．０８６ ０．７７０
１１～１０月 １７７±２９５ ２４５±３１７ １．９８６ ０．１６１ ０．８±３．０１．２±０．７ １．４３８ ０．２３２
１２～１１月 １６６±３３０ ２４７±２８５ ２．６９０ ０．１０３ １．０±０．８１．４±０．８ ６．９３７ ０．００９

表２　不同喂养方式的３１２月龄婴儿营养状况比较〔ｎ（％）〕
各月龄的喂养方式 有偏瘦倾向 正常 优良、有偏胖倾向 肥胖 χ２ 犘

３月龄
母乳喂养 １（１．０） ８３（７９．０） １９（１８．１） ２（１．９） ２．８２０ ０．４２０
混合喂养 ０（０） ６９（８５．２） １２（１４．８） ０（０）
６月龄
母乳喂养 ０（０） ８０（７７．７） ２２（２１．３） １（１．０） ０．０７１ ０．９６５
混合喂养 ０（０） ６１（７６．３） １８（２２．５） １（１．２）
９月龄
母乳喂养 ２（２．０） ８１（８０．２） １７（１６．８） １（１．０） ２．２６２ ０．５２０
混合喂养 ０（０） ６８（８１．９） １３（１５．７） ２（２．４）
１２月龄
母乳喂养 ４（３．９） ９２（９０．２） ６（５．９） ０（０） ３．７１５ ０．１５６
混合喂养 ０（０） ７８（９１．８） ７（８．２）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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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讨论
母乳喂养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所倡导的婴儿期最佳喂养
方式，母乳喂养对于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具有其他喂
养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

目前，国内外关于不同喂养方式对婴儿生长发
育的影响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国内早期的研究显示
在０～６月龄阶段母乳喂养婴儿的体格发育明显优
于混合及人工喂养儿［４５］，但也有研究显示母乳喂养
婴儿在６个月前的生长速率比其他喂养方式要
慢［６］，或者两种喂养方式对婴儿体格发育的影响无
明显差异［７］。近年来有学者在做此方面研究时提出
了如下观点：混合、人工喂养婴儿的生长模式会偏离
健康母乳喂养婴儿的生长模式，尤其在生后３月龄
起人工喂养婴儿体重、身长增长速率明显高于母乳
喂养婴儿［８］，婴儿期体格的快速增长常常导致儿童
期肥胖及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上升［９１０］。

生后头３个月是生长发育最快时期，此期选择
体格生长速率作为参数，能对营养和喂养的细微差
别做出明确应答［１１］，本调查显示的身长增长值在３
月龄时，混合喂养组即显著高于母乳喂养组，至１２
月龄时也呈相同结果，提示混合喂养可引起婴儿生
长发育偏离母乳喂养婴儿，与前述的观点一致。同
时，本调查显示自３月龄起，混合喂养组婴儿的体重
增值较母乳喂养组高，但无统计学差异，原因之一可
能是选取的样本量偏少，也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大
样本观察，以证实混合喂养对婴幼儿体重增长速率
的影响。

不同喂养方式下婴儿摄入的能量及营养素不
同，直接关系着婴儿的生长发育。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在３、６、９、１２月龄点，虽然两种喂养方式的婴儿
营养状况无统计学差异，但在６月龄时两种喂养方
式婴儿营养状况为优良、有偏胖倾向的比例较高，随

着月龄增加，有偏胖倾向的比例下降，提示生后母乳
喂养对于预防婴幼儿肥胖有一定作用，今后我们还
需要做长期观察予以证实。

因此，生后坚持母乳喂养对于婴儿期达到最佳
生长发育状态、预防肥胖以及成人期慢性疾病的发
生都具有重要作用；在孕期尽早开始进行母乳喂养
宣教，在生后对婴儿加强母乳喂养，并在适当时候添
加辅食是保证儿童正常生长发育、提高婴幼儿健康
水平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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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病例回顾
患者，女，３２岁，Ｇ２Ｐ１，２００９年孕期Ｂ超发现右

卵巢实性肿瘤约３ｃｍ，定期随访，２０１２年７月Ｂ超
发现肿瘤增大至５ｃｍ左右，肿瘤标志物（ＣＡ１２５、
ＣＥＡ、ＣＡ７２４、ＣＡ１９９、ＡＦＰ）在正常范围内，２０１２年
９月２４日手术探查：子宫、左卵巢及双侧输卵管外
观正常，右卵巢实性肿瘤直径约６ｃｍ，色白，质硬，表
面光滑，行“右侧卵巢肿瘤剥除术”，术后病理
（Ｗ１２０８５３９）右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２
日患者因“突发下腹痛１天”入院，查体下腹部压痛，
反跳痛，妇检不满意，Ｂ超示子宫前方囊实性包块约
１０ｃｍ大小，囊腔内回声呈泥沙样并有约６ｃｍ不规
则稍高回声区，肿瘤标志物ＣＡ１２５：７４．７９（正常值
＜３５）Ｕ／ｍｌ、ＣＥＡ：２７８．１０（正常值＜４．７）ｎｇ／ｍｌ、
ＣＡ１９９：５７１（正常值＜２７）Ｕ／ｍｌ，ＣＡ７２４及ＡＦＰ在
正常范围内，急诊手术。术中探查：盆腹腔约３００ｍｌ
血性积液，子宫、左附件及右输卵管外观正常，右侧
卵巢囊实性增大，约１０ｃｍ，表面有两破孔。腹膜、肠
管及大网膜表面均未探及异常，盆腔淋巴结未扪及
增大。快速病理为交界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行右侧附件
切除。常规病理（Ｗ１３１０３６６）右卵巢部分为交界性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部分恶变为低级别移形细胞癌，腹水中
未见肿瘤细胞。初步临床诊断为卵巢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
瘤ＩＣ２期。术后一月复查肿瘤标志物ＣＥＡ：１３．
２６ｎｇ／ｍｌ、ＣＡ１９９：６５．７７Ｕ／ｍｌ，ＣＡ１２５降在正常范
围内，ＰＥＴＣＴ未发现见异常。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全麻下行全面分期手术，术后病理无异常。手术病
理分期为卵巢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ＩＣ２期，术后一月复
查肿瘤标志物ＣＥＡ及ＣＡ１９９均降至正常范围内。
目前随访一年无复发。

二、讨论

良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组织病理学上表现为分界清楚
的移行细胞巢样散在分布于纤维间质中。１９０７年德国
生理学和病理学家ＦｒｉｔｚＢｒｅｎｎｅｒ首先描述了该形态学
结构特征，１９３２年ＲｏｂｅｒｔＭｅｙｅｒ将其命名为Ｂｒｅｎｎｅｒ
瘤［１］。１９４５年，ＶｏｎＮｕｍｅｒｓ报道了第一例恶性Ｂｒｅｎ
ｎｅｒ肿瘤，１９７１年，Ｒｏｔｈ和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报道了中间型肿
瘤，介于良性和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之间的，即增生性
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现在认为增生性即交界性Ｂｒｅｎｎｅｒ肿
瘤［２］。２００３年ＷＨＯ将其列为卵巢表面上皮间质肿瘤
之一，其定义为：组织学上与尿路上皮及其肿瘤相似的
卵巢肿瘤［３］。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发病率低，在卵巢上皮性
肿瘤中比较少见，占所有卵巢肿瘤的１％～２％，大部分
是良性的，交界性以及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Ｂｒｅｎｎｅｒｔｕｍｏｒ，ＭＢＴ）罕见，只占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的８％～
１０％［２］。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多数由良性勃勒纳瘤恶性变
而来，肿瘤中同时存在良性和恶性勃勒纳瘤成分。其
组织发生机制迄今未统一，大多数学者认为来源于卵
巢表面上皮，是上皮下陷化生而形成［４］。

良性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大部分
在３０～５９岁之间发病，肿瘤直径多小于５ｃｍ［５］，
１０％的良性肿瘤直径超过１０ｃｍ，目前为止，良性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病例报道最大的直径为３９ｃｍ［６］。交界
性和恶性的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的发病年龄比良性组平均
晚十年左右，肿瘤直径也较大，８～１０ｃｍ左右［５］。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术前诊断较困难，大部分病人没有特
异性的临床症状，少数患者有雌激素增高的表现，如
子宫内膜增生过长，阴道出血等，可能是肿瘤间质中
的间质细胞产生激素所致［７］。肿瘤标志物对于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并没有特异性，其中ＣＡ１２５水平在
４６．２％的病人中是升高的［８］。通过回顾性对比分析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病理和ＭＲ图像，发现ＭＲ检查中良
性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Ｔ２加权图像低信号，病理学上为密
集的纤维胶原组织；而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Ｔ２加权图
像可见到中到高信号的图像，病理学上考虑为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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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的细胞团组成；交界性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ＭＲ图像
囊性病变中见到相对低信号的乳头状突起和实性成
分。ＭＲ中Ｔ２加权图像中混合性低信号和高信号
图像和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良恶性程度相关，可能为Ｂｒｅｎ
ｎｅｒ瘤诊断提供一条线索［２］。

关于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治疗，目前多主张良性Ｂｒｅｎｎｅｒ
可仅行患侧卵巢内肿瘤切除，交界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患者
可仅行单侧附件切除术［５］。Ｕｚａｎ，Ｃ等［９］关于交界
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文献回顾，发现１０例中８例交界性肿
瘤分期为ＩＡ期（另外两例未知），分别接受了单侧或
双侧附件切除或联合子宫切除术，５例有随访资料，
随访１２月～１１５月，只有１例复发（该例较为特殊，先
前有原位膀胱癌的病史），总体预后良好，因此提出交
界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患者预后较好，无需进行分期手术。
Ｐｕｂｍｅｄ文献库检索关于“ｏｖａｒｙｂｒｅｎｎｅｒｔｕｍｏｒ”的病
例报告（１９５７～２０１４年）共计２７７篇，其中针对恶性
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的治疗及预后的文献屈指可数。２００３年
以前，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主要治疗方式为手术，但关于术
后辅助治疗的方案没有统一的标准。１９８３年Ｈａｉｄ
等报道１例ＩＩＩ期的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患者接受全子宫
＋双侧附件＋网膜切除手术，术后予以氮芥化疗８个
月后右侧输尿管梗阻，随后接受了阿霉素联合环磷酰
胺化疗及放疗，８月后肿瘤复发，最终转移至肺部，确
诊以后患者仅存活２０月余［１０］。１９８７年Ａｕｓｔｉｎ和
Ｎｏｒｒｉｓ报道了两例ＩＩＩ期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患者，均存活５

年以上，一例接受了手术和放疗，带瘤生存７年；另一
例接受手术和化疗存活７．５年（化疗方案文中未提
及）［１１］。１９８８年Ｃｈｅｎ，Ｋ．Ｔ和Ｋ．Ｄ．Ｈｏｆｆｍａｎｎ报
道了３例ＩＩＩ期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病例，２例肿瘤细胞减
灭术后接受１年氮芥为主的化疗，随访５年未复发；１
例术后接受一个疗程的联合化疗（顺铂，阿霉素，环磷
酰胺，和六甲蜜胺）后拒绝继续治疗，术后５月接受两
个疗程的氮芥为主的化疗，病情进展耻骨上见一１２
８５ｃｍ包块，遂行盆腔照射２月，肿块消失，两年
后见结肠及网膜多处转移，第二次手术后一月死
亡［１２］。自２００３年ＭＢＴ被列为卵巢上皮性肿瘤的
分类，其处理与卵巢上皮性癌类似，主要的治疗方
式为手术后紫杉醇联合铂类的化疗，但该方案的
疗效及各个期别ＭＢＴ的５年生存率仍缺乏可靠
的临床数据。２０１１年Ｇｅｚｇｉｎｃ，Ｋａｚｕｍ等报道了１
组病例最多的ＭＢＴ临床预后研究结果，１３例ＭＢＴ
患者（５例Ｉ期，６例ＩＩＩ期，２例ＩＶ期），均为围绝经
和绝经后女性，行全面分期或肿瘤细胞减灭手术，１
例ＩＡ期术后随访５７月未复发，两例ＩＢ期，一例随
访１２月后复发，另一例随访３４个月未复发，手术分
期ＩＣ期以上的１０例患者均接受紫杉醇＋卡铂化
疗，９０％（９／１０）病人接受术后化疗获得完全缓解，平
均随访３８．３８±２３．３５月，７例复发，平均复发时间
为２３．８±１４．４６月，１例ＩＩＩ期患者接受化疗期间，
病情进展死亡（详见表１）［８］。

表１　恶性Ｂｒｅｎｎｅｒ瘤临床治疗及随访结果汇总
文献来源年龄 分期 手术方式 术后辅助治疗 复发／时间 随访
８ ４３ ＩＡ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无 ５７月／健在
８ ４９ ＩＢ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１２月复发 ５３月／健在
８ ４６ ＩＢ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无 ３８月／健在
８ ５５ ＩＣ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ＴＣ 无 ８４月／健在
８ ４６ ＩＣ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ＴＣ ３４月复发 ４３月／健在
８ ５５ ＩＩＩＣ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ＴＣ 无 ６月／死亡
８ ６６ ＩＩＩＣ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ＴＣ １１月复发 ６８月／健在
８ ６５ ＩＩＩＣ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ＴＣ ３年复发 ４６月／健在
８ ７５ ＩＩＩＣ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ＴＣ 无 ２５月／健在
８ ５０ ＩＩＩＣ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ＴＣ １８月复发 ２０月／健在
８ ４６ ＩＶ ＴＨ＋ＢＳＯ＋ＯＭ＋ＬＮＤ ＴＣ＋Ｔａｘｃｉｓ ２１月复发 ２９月／健在
１２ ５９ ＩＩＩ ＢＳＯ＋ＯＭ 氮芥 ６．５年复发 
１２ ７２ ＩＩＩ ＴＨ＋ＢＳＯ＋ＯＭ 氮芥 ５．７年复发 
１２ ６９ ＩＩＩ ＢＳＯ ＣＡＣＨ＋氮芥 ６月复发 ２年／死亡

　　（表注：ＴＨ：全子宫；ＢＳＯ：双侧附件切除术；ＯＭ：网膜切除术；ＬＮＤ：淋巴结切除术；ＴＣ：紫杉醇＋卡铂；Ｔａｘｃｉｓ：多西紫杉
醇＋顺铂；患者３８岁时因良性病变行阴式子宫切除术；患者６４岁时接受阴式全子宫切除术；ＣＡＣＨ：顺铂、阿霉素、环
磷酰胺、六甲蜜胺） （下转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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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知识·
ＷＨＯ：妇女健康事实
　　·就全球而言，妇女的平均寿命比男性多四年。

·２０１１年，４６个国家的妇女出生期望寿命超过
８０岁，但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却只有５８岁。

·女童比男童更容易受到性虐待。
·道路交通伤害是高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女性

青少年的主要死亡原因。
·每年约有２８．７万例孕产妇死亡，几乎全部

（９９％）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从全球情况看，通常被认为是“男性”问题的

心血管疾病是妇女的头号杀手。
·乳腺癌是导致全世界２０～５９岁妇女死亡的

主要癌症。
婴儿期和儿童期（０～９岁）
在婴儿期和儿童期，男童和女童的死亡率和死

因十分类似。早产、出生窒息和感染是出生头一个
月内的主要死因。出生头一个月是死亡危险最高的
生命阶段。

在生命头五年中，肺炎、早产、出生窒息和腹泻
是主要死亡原因。营养不良是４５％的５岁以下儿
童死亡的重要因素。

女青少年（１０～１９岁）
精神卫生和伤害、道路交通伤害和溺水位居全

世界女青少年主要死因之列。
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属于不良健康的主要

原因。
艾滋病毒／艾滋病　２０１１年，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约有８２万名１５～２４岁的女性和男性新感染
了艾滋病毒；其中有６０％以上为女性。

就全世界而言，１５～２４岁女青少年和年轻妇女
面临艾滋病毒感染危险的可能性是同年龄组男童和
年轻男性的一倍。艾滋病毒方面的这一较高风险与
不安全及往往属于不情愿和被迫性活动相关。

少女妊娠　早孕早育会加大母亲及其新生儿的
危险。尽管在减少青少年出生率方面已经取得了进
展，全世界１．３５亿活产中就有逾１５００万属于１５～
１９岁年龄段的女青少年。

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怀孕更容易发生不安全
堕胎。据估计，全球每年有３００万次不安全堕胎发
生在１５～１９岁的少女中间。不安全堕胎会在很大

程度上导致长期健康问题和孕产妇死亡。妊娠和分
娩引起的并发症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导致
１５～１９岁少女死亡的重要原因。

物质使用　女青少年抽烟喝酒的情况越来越普
遍，这可能会危及其健康，尤其是在以后的生命阶
段。在某些地方，女童抽烟喝酒情况几乎与男童持
平。比如，在世卫组织美洲区，在１３～１５岁这一年
龄段，２３％的男童和２１％的女童报告在过去一个月
曾经使用烟草。

营养　在４１个有数据的国家中，有２１个国家
年龄在１５～１９岁的女童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存在贫
血。在贫血方面最为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会增加
分娩过程中发生出血和败血症的危险，引起年幼儿
童认知和身体缺陷，使成人降低生产力。由于膳食
中含铁量不足、经期失血以及处于快速生长期，妇女
和女童最容易出现贫血。

育龄（１５～４４岁）和成年妇女（２０～５９岁）
艾滋病毒／艾滋病　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全世界

１５～４４岁妇女的主要死因，而不安全性行为是发展
中国家的主要危险因素。生物学因素、不能获得信
息和卫生保健服务、经济脆弱性以及性关系中权力
不平等，使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容易遭受艾滋病
毒感染。

孕产妇卫生　孕产妇死亡属于育龄妇女第二大
杀手。每年约有２８．７万名妇女因妊娠和生产并发
症而失去生命，其中有９９％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尽管过去３０年中避孕药具的使用有所增加，但
各区域有很多妇女仍然不能获得现代避孕方法。比
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四分之一希望推迟或停
止生育的妇女不使用任何计划生育方法。

结核病　结核病通常与艾滋病毒感染相关，它
是低收入国家育龄妇女以及年龄在２０～５９岁成年
妇女的第五大死因。

伤害　自己造成的伤害和道路交通伤害是全球
成年妇女（２０～５９岁）死亡的十大原因之一。在世
卫组织东南亚区域，烧伤是导致１５～４４岁妇女死亡
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烹饪事故或源自亲密伴侣和
家庭的暴力，妇女因失火而受伤和死亡的情况远超
过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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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　宫颈癌是全世界第二位最为常见的妇
女癌症类型，几乎所有病例都与通过性传播的生殖
道感染人乳头状瘤病毒有关。由于不能较好的获得
筛查和治疗服务，９０％以上的死亡情况发生在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妇女中间。

暴力　世界各地普遍存在针对妇女的暴力情
况。最近掌握的数据表明，全世界有３５％的妇女在
一生中曾经遭受亲密伴侣暴力或者非伴侣性暴力。
平均而言，有３０％的具有关系的妇女曾经遇到由其
伙伴实施的某种形式身体或者性暴力。　

就全球而言，高达３８％的妇女谋杀属于亲密伴
侣所为。

遭受身体或者性虐待的妇女，与没有遭受虐待的
妇女相比具有更高的精神健康不良、意外妊娠、堕胎和
流产比率。具有伴侣暴力的妇女发生抑郁的可能性会
翻番，出现酒精使用障碍的可能性几乎会翻番，出现艾
滋病毒或者其它性传播感染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半。其
中有４２％的妇女由此遇有伤害。在许多冲突中，性暴
力还日益被用作一种战争策略。

抑郁症和自杀　妇女比男性更容易出现抑郁和
焦虑。抑郁症是高收入和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
妇女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产后抑郁症影响到低收
入和中低收入国家２０％的母亲，这个数字比以前发
布的出自高收入国家的报告更高。

估计全球每年有８０万人死于自杀，多数为男
性。然而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在中国农村地区，女性
的自杀率要高于男性。自杀未遂是自杀数量的２０
倍，通常更常见于妇女而不是男性，会导致并不为人
所知的残疾负担。同时，自杀未遂是自杀致死的一
个重要危险因素，并显示有必要对这一人群提供适
当的卫生服务。

残疾　残疾影响到全世界１５％的人口，女性多于

男性。残疾妇女与没有残疾的妇女相比，她们的健康
结果更差、学习成绩更低、对经济的参与更少并且发生
贫困的比率更高。存在残疾的成年妇女成为暴力受害
者的可能性至少是没有残疾妇女的１．５倍。

慢性阻塞性肺病　烟草使用以及为了烹饪而燃
烧固体燃料是使妇女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这种威胁
生命的肺部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在妇女所有慢性
阻塞性肺病死亡和疾病负担中，有三分之一是因接
触到利用明火或者低效炉灶进行烹饪而产生的室内
烟雾造成。

年长妇女（６０岁及６０岁以上）
就全球而言，男性略多于女性，但由于女性往往

比男性更长寿，她们在年长成人中的比例更高：６０
岁及６０岁以上人员中有５４％是妇女，在７５岁和７５
岁以上的人员中这一比例会升至接近６０％，在９０
岁和９０岁以上的人员中达到７０％。

非传染性疾病　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非
传染性疾病是年长妇女的最大死亡原因，而无论其
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心血管疾病占全球
年长妇女死亡的４６％，另有１４％的死亡由癌症引
起，主要是肺、乳腺、结肠和胃部癌症。慢性呼吸道
疾病（主要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另外导致９％的年长
妇女死亡。

年长妇女面临的许多健康问题是由于在青少年
和成年时期接触到的危险因素所致，比如吸烟、久坐
不动的生活方式和不健康饮食。

残疾　年长妇女遇到的可降低其身体和认知功
能的其它健康问题包括视力下降（包括白内障）、听
力损失、关节炎、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症。尽管男性也
会罹患这类疾病，但许多国家的妇女接受治疗或者
辅助帮助的可能性要少于男性。

（摘自ＷＨＯ网站）

女性十大健康优势
　　美国《时代》周刊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９日刊文称，女
性由于雌激素所发挥的保护作用，加上生活方式的
选择等因素，女性在健康方面会得到比男性更多的
回报。

一、女性的寿命会比男性多４年

根据目前可以获得的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的
最新统计数据，２０１２年出生的女孩预计可活到８１．２
岁，而同年出生的男孩的预期寿命则为７６．４岁。研
究人员并不十分确定为什么女性的寿命会比男性多
４年。美国兰贡医疗中心专家尼卡·戈德堡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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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患心脏疾病的比例较低
有关。不过这或许也是女性和家人朋友保持更密切
的社会关系的结果，因为社会关系与长寿存在
关联。”

二、女性对疼痛的耐受力更强
人们通常认为男性在疼痛面前无所畏惧，而女

性则对疼痛更敏感，但研究中并未发现这一点。虽
然没有权威的定论，但戈德堡说，不计其数的研究结
果支持这样一点：女性的痛阈值似乎高于男性。当
然，女性需要具备忍受疼痛的能力是有道理的，因为
在分娩时通常都要经历巨大的痛苦。

三、头颈部癌症更容易袭击男性而非女性
美国癌症学会估计，每年会有约３万名男性被

确诊患上口腔癌或咽喉癌，而患上这类疾病的女性
只有约１．２万人。至于食道癌，每年可能会有１．４
万名男性罹患此病，面临同样命运的女性只有３０００
人。头颈部癌症为何如此挑人？这是因为身体这些
部位的癌症与抽烟喝酒有很大关系。

四、年纪较大的女性更不容易患黑色素瘤
美国皮肤科学会说，女性在４５岁之前，患上黑

色素瘤这种致死率极高的皮肤癌的可能性较高。研
究人员说，这与年轻女性喜欢晒日光浴有关。但过
了这个年龄段后，男性患这种恶性疾病的可能性远
远大于女性。

五、女性的嗅觉更灵敏
难怪蜡烛、肥皂、洗涤剂和香水都要迎合女性的

嗅觉。与男性相比，女性似乎能更灵敏地察觉气味。
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卷》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
文章说，女性脑部负责接收气味信号的区域———嗅
球拥有的细胞数量比男性多５０％。这让女性嗅觉
更灵敏的说法有了更大说服力。有一种理论认为，
嗅觉更灵敏有助女性发现信息素，而信息素有助她
们挑选合适的伴侣；另一种理论认为，发现腐败气味
的能力有助女性保护自己的子女不染上疾病。

六、女性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较高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的水

平与心脏健康息息相关。它能避免绝经前的女性出
现斑块阻塞动脉的情况，防止她们过早患上许多这
个年龄段的男性已经患上的心脏病。

七、女性大脑的记忆力更强
一些科学研究证明了许多女性早就心知肚明的

一点：女性更擅长记忆。挪威一家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４
年对约３．７万人进行的调查表明：虽然通常来说，年
纪大的人更容易出现记忆力衰退，但无论什么年龄
段，男性都比女性更健忘。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不过
此前的研究表明，这可能与心血管疾病或高血压造
成的脑部退化有关，而这两种疾病都更容易找上男
性而不是女性。

八、女性更不容易嗜酒
纽约的女性健康专家霍利·菲利普斯说：“男性

出现酗酒问题的可能性比女性高一倍。”菲利普斯认
为，男性嗜酒的风险更大，是因为他们脑部的化学物
质多巴胺的分泌水平。最近对需要在社交场合饮酒
的男性和女性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在饮酒后
脑部被称为腹侧纹状体的区域所释放的多巴胺更
多。酗酒可能也与心理因素有关。女性更有可能因
外部环境的刺激而变得忧伤，男性则更有可能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来麻痹痛苦。

九、女性腹部堆积的脂肪往往较少
女性不仅不应该抱怨自己臀部和大腿容易长赘

肉，相反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患心脏
病、糖尿病、中风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小于脂肪堆
积在身体中段的人，而后一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男性
身上。菲利普斯说：“男性更容易形成的苹果形身材
会在心脏周围和上腹部积聚更多脂肪，增加患心脏
病的风险。梨形身材让脂肪远离心脏，这是好事。”

十、女性心脏病发作的时间比男性晚
菲利普斯说，男性在４０多岁甚至更年轻时就

出现患心脏病和严重的冠状动脉疾病的可能性，
而女性在５０岁以及经历了绝经期后才会真正开始
面对这种风险，这让女性在遭遇无论对男性还是女
性而言都是第一杀手的心脏疾病之前，赢得了更多
时间。戈德堡说：“女性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时间比
男性晚了整整１０年。”年轻女性较好的胆固醇水平
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但雌激素以及像饮食
更健康这样的生活方式上的选择似乎也起到了保护
作用。

（源自中华预防医学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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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疾病需要在孕前治疗和控制
　　患有重要脏器或系统慢性疾病、性病的育龄期
妇女在准备生育前，必须先到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和
治疗，根据病情，在医生的监护下再怀孕、分娩以保
障母婴安全。需要在孕前治疗和控制的疾病有：
１心血管系统疾病：因妊娠与分娩会增加心脏

负担，对原有各种心脏病的妇女，应在孕前进行检
查，治疗。
２呼吸系统疾病：妊娠晚期增大的子宫挤压横

膈，使膈肌上升，胸阔上下界缩短，呼吸频率增加，容
易出现供氧不足。有呼吸道疾病的妇女会在孕期病
情加重，所以孕前应控制原发病。

３肝脏疾病：随着胎儿的生长，孕妇肝脏负担加
重，使病毒性肝炎患者不能承受，分娩时易发生肝组
织坏死和凝血机制障碍。
４内分泌系统疾病：妊娠时内分泌系统功能会

发生相应变化。如果孕妇原有内分泌系统疾病，如：
甲亢、糖尿病等，在妊娠期病情可能平稳或变化，因
此孕前应很好控制疾病，防止造成不良后果。
５性病：对于患有梅毒、淋病的患者，最好在孕

前进行彻底治疗，以免将疾病传染给胎儿造成先天
梅毒儿或淋菌性眼炎。

（摘自健康报）

妊娠甲减的危害
　　危害之一：导致宝宝智商下降

专家们已经确认，甲减女性生下的婴儿会增加
罹患某些疾病的危险，其中大多数是智力和发育上
的问题。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孕妇患临床甲减、亚临
床甲减、低Ｔ４血症或ＴＰＯＡｂ阳性会使流产和妊娠
期并发症显著增加，并造成胎儿脑发育障碍，导致后
代智商下降６～８分。

国外专家研究了６２例在妊娠１７周患有甲减和
轻度甲减的母亲出生的后代在７～９岁时的智力水
平。发现未给予母亲左旋甲状腺素治疗组的后代平
均智商（ＩＱ）分值比正常对照组低７分，低于正常对
照组均值的２个标准差，１９％的儿童ＩＱ值低于８５
分，而正常对照组只有５％；左旋甲状腺素治疗组后
代的平均ＩＱ分值与正常对照组没有区别。国内学
者也证实，妊娠早期妇女甲减是后代智力和运动发
育评分减低的独立危险因素。

我国患有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低Ｔ４血症或
ＴＰＯＡｂ阳性这４种疾病的女性占孕妇的１０％～
１５％，影响家庭数以万计，但因为轻度甲减没有或仅
有轻微临床症状，且这些症状易与妊娠反应混淆，不
易被诊断，并进而导致治疗率偏低，最终影响胎儿的
智商。

目前认为，只有在妊娠前或妊娠早期筛查到甲

减患者，及早治疗，才能避免后代智力受损，因此关
爱甲状腺健康，及早诊断，规范使用左旋甲状腺素治
疗对母子双方都至关重要。

危害之二：增加孩子出生缺陷机会
尽管甲减会影响孩子智力发育的研究结果已经

非常明确，但甲减与出生缺陷的联系近年来才被确
认，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意料到的。新的研究发现有
甲状腺疾病的妇女更可能生下心脏、肾或脑异常的
后代。这项来自美国的研究显示，患有甲状腺疾病
的母亲（其中既有甲减、也有甲亢的母亲，以甲减更
为多见）生产的婴儿发生出生缺陷（大脑、肾脏、心脏
缺陷以及唇裂、腭裂、多指等）的比例约为１８％。而
在普通人群中，有出生缺陷的婴儿仅约为３％。因
此，对于罹患甲减等甲状腺疾病的女性，其胎儿最好
在早期进行心脏缺陷等出生缺陷方面的检查。

危害之三：为女性健康减分
甲减不仅会累及下一代，对女性本身的健康影

响也很大。在人群中，每６个女性就会有一个可能
患上甲减。在医学意义上，甲减的高危人群是３５岁
以上的女性群体。由于甲减初期可能从一些轻微症
状开始，让女性逐渐出现精神萎靡不振、身体机能紊
乱，甚至导致育龄期女性不能正常怀孕和生育。而
在已经平安度过妊娠期，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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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妈妈在分娩后的一年内又面临着较高的患上产后
甲状腺炎的风险：大约有７％的女性在分娩后的１
年之内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如果没能得到及时
发现和治疗，甲减最后会使患者心肌梗死、肾功能

衰竭的风险大大增加，甚至导致老年认知方面的
障碍。

（摘自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网）

哺乳妇女挤乳方法比较
　　母乳是宝宝最好的食物。哺乳，对于促进母婴
双方的健康都十分重要。哺乳妇女在给婴儿喂奶的
过程中，常常需要将乳汁挤出。这些情况主要有：乳
汁分泌过多（超过了婴儿的需求量），哺乳困难（扁平
乳头、乳头内陷、乳头皲裂），排乳不畅、乳汁淤积（初
产妇多见，因其乳汁中含有较多脱落的上皮细胞，易
将乳腺管阻塞），乳腺炎或其他不宜直接哺乳的感染
（国外，对于ＨＩＶ阳性的哺乳妇女，常指导她们将乳
汁挤出，经巴氏灭菌等热处理后，再供婴儿食用）。

因此，国际上相关领域的妇幼保健专家认为，有
必要对目前常用的挤乳方法，从可接受性、有效性、
安全性（对乳汁成分有无影响和挤乳过程是否会使
乳汁污染）以及方法的经济成本等几个方面，进行适
当的评估。
Ｂｅｃｋｅｒ等人认为：在哺乳早期、母体放松的情

况下（如听轻音乐），徒手挤乳或者用手动泵挤乳与
电动泵同样有效，甚至效果更好。专家们在形成上
述结论时也提示：最适宜的挤乳方法可能是因人而
异的。上面提及的结果和结论，并不是来源于一个
设计良好、样本量较大的多中心研究，而是基于多个
研究的资料、综合分析得出的。如将上述结果用于
实践指导，宜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即需考虑分娩至挤
乳之间的时间间隔、需要挤乳的原因以及母体和婴

儿的状态等。
有关哺乳的“小贴士”
１、正常情况下，产后３个月，哺乳妇女每天的泌

乳量约为７５０～８５０ｍｌ。泌乳量不足，如无其他异
常，往往提示哺乳妇女摄入的营养不足。
２、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产

后母婴宜同室同床，并尽可能在分娩后１０分钟内早
接触（皮肤对皮肤），３０分钟就开始给宝宝喂奶。
３、很多国际权威机构均建议，宝宝出生后纯母

乳喂养的时间至少应坚持到６个月。
４、正确的哺乳方法是“按需喂养”，即不定时、不

定量的哺乳方法。
５、母乳喂养好处很多：①对于婴儿，能增强抵抗

力、免疫力，易于消化、营养均衡，安全卫生、减少过
敏；②对于母体，利于产后恢复，减少今后罹患卵巢
癌、乳腺癌的几率，喂养方便快捷、成本低廉；如是纯
母乳喂养，在产后６个月内，只要月经尚未恢复，还
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种避孕方法———“哺乳闭
经避孕法”。注意，哺乳闭经避孕法必须同时满足三
个条件：纯母乳喂养（或近乎纯母乳喂养）、月经尚未
恢复、产后６个月内。如有一个条件不符，需要采用
其他避孕措施。③促进母婴交流、增进母婴感情。

（源自中国妇产科网站）

乳腺发炎还能喂奶吗
　　在哺乳期患乳腺炎是一件很烦恼的事，哺乳妈
妈自己痛苦不说，还要纠结要不要继续哺乳。继续
哺乳吧，害怕孩子吃下含有脓液或药物的乳汁，影响
身体健康；不哺乳吧，孩子会哭闹不休。乳腺科医生
介绍说，乳腺炎也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处理方法
也不同。

乳汁淤积阶段
乳汁淤积阶段是指乳管堵塞后１天内，最多不

超过３天。广州中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科主任
医师谢丹介绍，大量乳汁潴留在乳房内，早期细菌含
量不多，但时间长了，乳汁细菌含量会增加，慢慢变
成脓性乳汁。这时乳腺导管的结构基本保持完整，
只要疏通导管内淤塞的部位，潴留在导管内的乳汁
及脓性物质可顺畅排出。临床表现以乳房局限性肿
块为主，肿块表面皮肤颜色正常或轻度发红，但没有
明显水肿，按压时疼痛加重。有些病人伴随恶寒、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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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或中度以上发烧。
应对：在这个时期，治疗的关键是疏通乳管，通

过挤压或吸奶器抽吸的方法排出淤积乳汁。哺乳妈
妈需要多喝水，清淡饮食，一般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在乳汁淤积的早期，尤其淤乳发生的四五小时内，乳
汁尚未变质，可以放心哺乳。婴儿的吮吸非常有力，
是极好的疏通乳管的方法。通过哺乳，不但喂饱了
宝宝，也可以治疗妈妈的乳腺炎。

随着淤塞的时间延长，淤乳会越来越黏稠，颜色
也会慢慢转为淡黄色或淡黄微绿的颜色。这时的乳
汁含有细菌和脓液，但不会有毒，若哺乳妈妈无法接
受用这种乳汁喂宝宝，可以通过挤压、吸奶器抽吸等
方法尽量排出黏稠淤乳后再给宝宝哺乳。总之，这
个阶段的乳腺炎患者可以继续哺乳。

成脓早期
如果在一两天内淤积的乳汁未能及时排出，乳

腺组织炎症会加重，乳腺导管会被破坏，形成许多的
小脓腔。此时，无论是挤压还是抽吸，脓液都不能经
乳头排出。谢丹介绍说，因为炎症加重，乳房肿块会
较之前增大，疼痛加剧，皮肤潮红或水肿明显。病人
可能因为高烧而精神状态不佳，乳汁分泌减少。治
疗可能需要使用抗生素、解热镇痛药，也可能使用内
服或外用的中草药。

应对：在这个阶段，保持乳管通畅仍然重要，乳
汁顺利排出才能避免炎症加重，但哺乳不作常规推
荐，尤其在病人高热时。用患侧乳房哺乳还会加剧
疼痛等不适，对母亲病情的改善也没有帮助。当然，
对于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都不严重的病人我们并不
反对哺乳，尤其用健侧乳房哺乳。

谢丹说，急性乳腺炎使用的抗生素一般有青霉

素类、头孢菌素类及大环内酯类。大多数青霉素类
及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使用不会对宝宝造成不良影
响，因此哺乳妈妈服药期间可以哺乳。但部分宝宝
吃了含此类抗生素的乳汁后会引起腹泻，这时应暂
停哺乳数小时至１天，待抗生素从妈妈体内排除干
净。少部分头孢类抗生素（如头孢呋辛、头孢克肟
等）和一些β－内酰胺类抗生素（如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钾、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等）则要求
在使用期间暂停哺乳。红霉素、林可霉素及克林霉
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会进入乳汁，服药时给健康
的宝宝哺乳没有问题，但不应给有肝病、腹泻或对该
药过敏的宝宝哺乳。

因此，哺乳期妈妈使用抗生素时一定要向医生
咨询有关哺乳事宜。常用的解热镇痛药如乙酰氨基
酚、布洛芬等对哺乳没有影响。中药的影响研究较
少，临床观察到的不良反应并不多，但如果宝宝出现
腹泻则应当暂停哺乳。

脓肿成熟期
在肿块出现５天左右，炎症部位的小脓肿逐渐

汇合成一个大脓肿。大多数情况下，脓肿通向乳头
的导管已被破坏闭锁，脓液无法通过乳头排出。在
脓肿成熟期间，乳房的炎症、肿块的疼痛及皮肤的潮
红会减轻或消失，发烧也退了。

应对：在这个阶段一般不需要全身用药，因此用
健侧乳房哺乳没有问题，患侧乳房如果脓肿较小，用
注射器将脓液抽吸干净后可继续哺乳。但如果脓肿
较大并做了切开排脓术，则不要用患侧乳房哺乳，但
通过其他方法排出患侧乳房潴留的乳汁依然很重
要，否则可能会出现新的炎症病灶。

（陈辉　张秋霞／原载羊城晚报）

一切措施到位咋还是生了乙肝宝宝
　　武女士，是一名无症状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结
婚５年一直不敢要孩子，怕生一个“乙肝宝宝”。后
来听说有阻断乙肝母婴传播的办法，就去县医院找
医生咨询。医生告诉她，乙肝带毒者确是可以怀孕
的，只要实行“乙肝母婴传播阻断措施”就可以了，她
高兴地回家并和爱人商量“要孩子”大事儿。不久真
就胎珠喜结，小俩口乐得合不拢嘴了。十月怀胎，一
朝分娩，胖小子一出生医生就给予“阻断”措施，按要

求进行“联合免疫”：给新生儿接种了乙肝疫苗，也注
射了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

武女士心里一直担心孩子是否健康，孩子还没
有满月就让医务人员给儿子抽血化验乙肝项目。孩
子的化验结果出来了，犹如晴天霹雳：乙肝阳性。当
她得知“阳性”时，脸形都变了，她大叫一声：“这怎么
可能？”接着泪水噼里叭啦地掉。医生反复解释：一
个月内小儿检查到乙肝阳性并不能确诊为母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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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应当在６个月之后检查，如持续阳性才能诊断
乙肝母婴传播。不幸的是，６、８、１２个月连续检查３
次仍然阳性。孩子如今２岁半，还是乙肝阳性（ＨＢ
ｓＡｇ阳性、ＨＢｅＡｇ阳性、ＨＢＶＤＮＡ１×１０６拷贝／
毫升），这可真是天大的遗憾呀。

现实中类似武女士的失败例子还有不少，无奈、
失望、困惑……。那么，武女士阻断乙肝母婴传播的
措施为什么失败了呢？

母婴传播的渠道
乙肝母婴垂直传播大体分为四种渠道：一是生

殖细胞传播：母亲卵细胞感染了乙肝病毒（ＨＢＶ），
乙肝病毒具有一定的“泛嗜性”，除了侵袭肝细胞外，
也可侵袭生殖细胞及其他细胞，它的基因可能“整
合”到人体细胞基因中。当卵细胞和精子结合形成
受精卵，乙肝病毒基因可在其中表达，成为完整的乙
肝病毒，被感染了的受精卵直到发育成胎儿，当然乙
肝病毒也不会跑掉。二是宫内感染，即发生在子宫
内的感染。怀孕后胎盘感染了乙肝病毒，可使胎盘
的保护屏障遭到破坏，乙肝病毒就会通过胎盘进入
胎儿体内；乙肝病毒还可“跨越”胎盘传播，母亲血液
中如果有高浓度的乙肝病毒，可由于胎盘的破损而
直接进入胎儿血液循环造成感染。三是产时感染，
在胎儿娩出过程中，母亲的血液、羊水、阴道分泌物
等体液中的乙肝病毒，可被胎儿吞噬或因胎儿皮肤、
黏膜轻微破损，乙肝病毒乘虚而入，发生乙肝病毒
感染。四是产后期感染，产后母婴密切接触、乳汁、
唾液等均可使小儿发生来自母亲体内的乙肝病毒感
染。您看看，乙肝病毒的能耐有多大呀。

武女士从县医院来到我们医院，为慎重起见，我
们又给她和孩子作了乙肝相关项目检查，孩子乙肝
阳性是一点不错，ＨＢＶＤＮＡ阳性，武女士体内的
乙肝病毒载量也很高，ＨＢＶＤＮＡ＞１×１０７拷贝／
毫升。提示，武女士体内乙肝病毒复制特别活跃，病
毒水平非常高。县医院应用的乙肝母婴阻断措施是
我国《慢性乙肝防治指南》中推荐的方法（下称“标准
法”）：孩子出生后１２小时内先注射第一针乙肝免
疫球蛋白，１个月后再注射第二针乙肝免疫球蛋白；
同时在孩子出生后１２小时内不同部位接种了第一
针乙肝疫苗，间隔１和６个月分别接种第二和第三
针乙肝疫苗。这叫做主动、被动联合免疫。他们的
操作技术、药物应用等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这个
“标准法”阻断会失败呢？哪儿出了毛病呢？

目前，“标准法”对于阻断乙肝母婴传播很有效，

阻断的成功率达到９０％左右（有报告达到９５％）；但
“标准法”对乙肝母婴传播的宫内感染和生殖细胞传
播途径基本无效。国外资料显示，当母亲ＨＢＶ
ＤＮＡ＞１０８拷贝／毫升时，单用乙肝疫苗免疫婴儿
的失败率达４０％，如果用“标准法”联合免疫，失败
率也会达到１５％～２５％。研究发现，用“标准法”阻
断失败的儿童几乎都是宫内感染，而宫内感染又与
母体内乙肝病毒复制状况有密切关系，乙肝病毒载
量越大，复制越活跃，宫内感染机会也就越多。这就
是武女士“还是生了个乙肝宝宝”的原因，或者说，现
有的乙肝母婴阻断措施还存在不足，亟需提高。

怎么提高母婴传播阻断率？
武女士的悲剧能否不再上演，或者说能否提高

乙肝病毒母婴传播的阻断率呢？国内外的学者、医
生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目前有了一些好的苗头。

产前给孕妇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除了新生儿
按照“标准法”进行联合免疫外，孕妇从妊娠第２８周
（７个月）开始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每月１次，每次
２００～４００单位，共需注射３～４次。那么，孕妇注射
乙肝免疫球蛋白有何作用？能提高阻断率吗？

有的学者认为：①乙肝免疫球蛋白中含有的免
疫球蛋白Ｇ（ＩＧｇ）可以与乙肝病毒形成免疫复合
物，“中和”血液循环中的乙肝病毒，使孕妇血液中的
乙肝病毒浓度下降，不容易发生宫内感染；②乙肝免
疫球蛋白中的ＩｇＧ可通过母亲胎盘进入胎儿体内，
使新生儿体内的保护性抗体，抗－ＨＢｓ阳性率升
高，有报道可使新生儿抗－ＨＢｓ阳性率上升到
９１．４２％；③乙肝病毒携带孕妇在产前多次注射乙肝
免疫球蛋白，虽然不能降低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的阳性
率，但可显著降低ＨＢｓＡｇ和乙肝病毒的效价；④给
感染乙肝病毒的孕妇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后，乙肝
免疫球蛋白中的抗体从母体进入胎儿体内，可以聚
合孩子体内ＨＢｓＡｇ，从而增强乙肝疫苗的免疫原
性，也就是说能够提高婴儿接种乙肝疫苗的成功率，
增强主动免疫效果和免疫质量，有益于阻断母婴传
播；⑤还有研究发现，乙肝免疫球蛋白有调节免疫作
用，能提高孕妇体内的干扰素、白介素－１２水平，有
利于乙肝病毒的清除；⑥乙肝免疫球蛋白对孕妇及
胎儿、新生儿都是很安全的。

给孕妇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首先是由我国学者
提出的，经过近些年来的实践，收到了可喜的成绩，
目前仍在国内广泛应用，大多数认为有效，又十分安
全，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应用。但目前还缺乏多中心、

·４３· 江苏妇幼保健２０１５年６月第５卷第２期　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Ｖｏｌ５，Ｎｏ．２



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还有人认为ＨＢＩＧ可能引起
ＨＢＶ“免疫逃逸”，发生病毒变异。由于乙肝免疫球
蛋白是用抗－ＨＢｓ阳性人的血液制成的，所以此药
比较紧缺，高病毒血症的孕妇可用，适应证必须由专
科医生严格掌握，孕妇自己不能随意购买应用。

此外，感染高水平乙肝病毒的孕妇可服用抗病
毒药物拉米夫定。宫内感染的重要原因是孕妇体内
的乙肝病毒水平高，如能应用抗病毒药物抑降低母
体内的ＨＢＶ载量，一定会提高乙肝母婴传播的阻
断率，这也是产前干预。但对药物要求非常严格，对
胎儿和新生儿安全为第一重要。

拉米夫定对胎儿是安全的
拉米夫定最早应用于阻断艾滋病的母婴传播，

显示对胎儿有很高的安全性，后来用于阻断乙肝母
婴传播，明显地抑制了乙肝病毒的复制，减少了孕妇
体内的乙肝病毒水平，同样取得了良好的阻断效果，
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比较多。学者认为，虽然
此药被美国ＦＤＡ评为妊娠Ｃ级，但对产妇所生小
儿缺陷发生率与基线水平一致，也就是说拉米夫定
没有增加小儿缺陷。２００６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关于慢性乙肝的专题研究会却认定拉米夫定为妊娠
Ｂ级药物，对妊娠者和胎儿都是安全的。

最近，国内有人对国内外应用拉米夫定阻断乙
肝病毒母婴传播的一些重要文献进行研究，对其疗
效和安全性作系统评价，结论是妊娠早、中、晚期服
用拉米夫定对胎儿是安全的，对于高病毒载量的孕
妇阻断母婴传播是可行的。在阻断乙肝病毒母婴传
播时，拉米夫定服用时间不长，从妊娠２８周开始，至
生后１个月止，总共约需服用５个月，一般不会发生
乙肝病毒变异，因为拉米夫定所致乙肝病毒变异多

在服用９个月后发生。由于它是最早应用于临床的
抗乙肝病毒药物，为人们所熟悉，经验也多，价位不
高，如需要，可由专科医生权衡利弊，患者知情同意
并签字后应用（我国新版《慢性乙肝防治指南》）。但
也有报告，个别人在服用３个月发生病毒变异的，变
异后甚至可能导致肝炎发作，故需持慎重态度。专
家们目前尚未达到完全共识。

替比夫定初露锋芒
服用抗病毒药物替比夫定。此药被美国食品药

物管理局评为妊娠Ｂ级，孕妇应用对胎儿是安全
的。其抗乙肝病毒强度明显优于拉米夫定，能较快
抑制乙肝病毒，耐药风险较拉米夫定低，应当说是阻
断乙肝母婴传播的良好选择，只是应用于临床的时
间较短，还缺乏更多的临床经验。最近，我国学者在
美国《肝脏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发表了《替比
夫定阻断乙肝病毒感染妊娠垂直传播的疗效和安全
性评价》一文，因为该杂志是国际肝病学领域最具权
威的学术期刊之一，其影响颇大。论文报告，２２９例
高乙肝病毒血症妊娠妇女，其中１３５例在妊娠２０～
３２周开始服用替比夫定，直到产后３０天结束；新生
儿同时给予“标准法”进行主、被动免疫；余者为对照
组孕妇，不服用替比夫定，所产新生儿只接受“标准
法”进行主、被动免疫。在分娩后７个月评价，结果
服用替比夫定组小儿乙肝病毒感染率为０％，对照
组（只用“标准法”免疫）感染率为８％。接受替比夫
定组的小儿和母亲均未发生显著不良事件，与对照
组比较没有任何差异。这提示替比夫定在阻断乙肝
病毒母婴传播方面具有很大潜力，值得期待。

（辽宁锦州传染病院主任医师王振坤／原载江苏省疾病控制中
心网）

漫话女性高血压
　　高血压是多种心、脑血管病的重要病因和危险
因素，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发达
国家高血压人群的发病率为３０％～４０％，而发展中
国家更高。女性因为受到年龄，月经周期和妊娠等
因素的影响，女性高血压比男性更为复杂。

一、青春期高血压
青春期是由儿童发育到成人的一段过渡时期，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规定，青春期的年龄范围从

１０岁开始到１９岁末。当进入青春发育期，其血压
已开始接近成年人，如处于安静状态时，血压高于
１４０／９０毫米汞柱，就可以认为是血压偏高，即为青
春期高血压。其血压主要以收缩压明显增高，可达
１４０～１５０毫米汞柱，而舒张压多在正常范围内。

青春期高血主要是由于青春发育期的身体各器
官系统迅速发育，心脏也随着发育，心收缩力大为提
高，但此时血管发育却往往落后于心脏，导致血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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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另外，青春期内分泌腺发育增强，激素分泌增
多，神经系统兴奋性提高，植物神经调节功能不平
衡，也会产生血压增高现象。同时，青少年在迎考复
习等特定环境下，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大脑皮层功能
紊乱，皮层下血管舒缩中枢失去正常调节，引起小动
脉紧张性增强，外周循环阻力增加亦使血压增高。

研究表明，患有青春期高血压病人在三、四十岁
时，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致命性心脏病突发率，要
比正常人高两倍以上，因此，对青春期高血压绝对不
能掉以轻心。

治疗：
青春期高血压的发生多是暂时性的，多为轻度，

无明显症状，过了青春期，心血管系统发育迅速趋于
平衡，血压就会恢复正常。因此一般不主张过早应
用降压药物，但必须通过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
血压恢复正常的目的。主要措施有：
１、保持情绪稳定，减轻压力。
２、生活要规律，保证足够的睡眠，避免熬夜。
３、饮食要限制过多的食盐摄入，可多吃新鲜蔬

菜和水果以及牛奶、蘑菇、“黑五类”等食物，少吃油
炸食品，限制甜食。
４、戒烟限酒，因为吸烟能引起血管收缩，增加

外周血管阻力。
５、坚持体育锻炼，每天至少参加体育锻炼半小

时，但运动量不宜过于激烈。处于青春期的高血压
人群其发病受遗传因素影响，且与身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呈正相关；持续８周以上的有氧运动方案对
青春期高血压患者有良好的降压作用，并伴有ＢＭＩ
的下降和左心室厚度的增加，左心室重构现象明显。
６、合理用药。
如采取上述措施三个月，仍不见好转或血压继

续上升，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降压药。一般来说，高血压患者应坚持长时间有规
律的服药，但若血压下降过快，可导致脑血流量不
足，促进脑血栓形成。因此，服用降压药应从小剂量
开始，使血压缓慢下降，以后长期巩固，保持平稳，减
少波动。

二、妊娠期高血压
发生率占妊娠妇女的１０％。治疗方面，轻度高

血压，药物治疗缺乏证据。重度高血压，药物治疗可
以降低母婴病死率，因此当血压

"１５０／１００ｍｍＨｇ，
可以密切观察，暂时不使用降压药物。拉贝洛尔疗
效显著，副作用小，可以作为首选。非选择性ｂｅｔａ

受体阻滞剂普萘洛尔与阿替洛尔对母胎都有不良反
应，不推荐选用。长效硝苯地平不会对胎儿产生不
良影响。利尿剂对妊娠高血压有争议，但荟萃分析
显示，不会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妊娠期间禁止服
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ＡＣＥＩ），血管紧张素
Ⅱ受体阻滞剂（ＡＲＢ）与直接肾素抑制剂，上述药物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归于Ｄ类。既往服用
此药者，计划妊娠前应停止服用。多数降压药物在
ＦＤＡ评价为Ｃ类，妊娠３个月内血压#１６０／
１００ｍｍＨｇ以上建议终止妊娠。

三、围绝经期高血压
围绝经期是女性人生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生理阶

段，妇女步入围绝经期，生理、心理上的种种烦恼接
踵而来，罹患围绝经期高血压的风险越来越大，属于
特殊人群的高血压病，临床症状较多，严重影响妇女
的生活质量。

研究证实，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在围绝经期妇女
高血压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雌激素有扩血管作
用。绝经后女性的雄激素是否改变尚存争议，相对
而言，绝经后女性的雄激素降解减少。众多研究表
明，雄激素加剧了高血压的发展。雄激素可以上调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增强血管和肾血管阻力对
血管紧张素Ⅱ的反应。

治疗：
１、饮食调养
（１）多吃鱼类及高纤维食物，少吃牛羊肉、肥猪

肉及动物内脏。
（２）多吃含钾丰富的水果，这样可减少钠的有害

影响，减少血容量而使血压降低。水果中含钾较多
的有香蕉、桃、山楂、鲜枣、柑橘、柿子及苹果。另外，
水果中含有大量维生素Ｃ，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可
以多吃富含维生素Ｃ的水果，如山楂、猕猴桃、大枣
及橘子等。多吃富含钙、铁的食物也对降低血压有
促进作用。

（３）多吃素食也可降低血压，如芹菜、西红柿、菠
菜、洋葱、冬瓜、黄瓜、木耳、海带。

（４）低盐低脂饮食，控制钠盐的摄入量，每日食
盐量不能＞６ｇ。

（５）大豆及豆制品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富含植
物激素。植物雌激素对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具有双
向调节作用。除此之外，豆制品内含较高的优质蛋
白质和钙、磷、钾、铁、锌、锰、钼等多种微量元素以及
维生素Ｂ、维生素Ｅ等，经常食用豆制品可防止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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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松，降低血脂。
（６）不宜食辣椒、酒、咖啡、浓茶之类的兴奋刺激

性食物。
２、运动调养
体质量增高与原发性高血压密切相关，原发性

高血压患者降低体质量对改善胰岛素抵抗、糖尿病、
高脂血症和左心室肥厚均有益处，可采取减少每日
热量及食盐的摄入，加强体育活动等方法。运动除
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的生成、促进肠胃
蠕动、预防便秘及改善睡眠外，还能增强肌肉的弹性
和骨骼的坚韧度。可根据年龄及身体状况选择散
步、慢跑、太极拳、瑜伽、骑自行车和游泳等有氧运
动，一般每周３～５次，每次持续３０～６０ｍｉｎ，运动
时勿过量，饥饿时或饭后１ｈ不宜运动，身体不舒服
时停止运动。

长期运动锻炼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通过
调节绝经期妇女的血压状况，有效地控制临界高血
压的转归；通过改善绝经期的心理状态，有效地预防
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
３、心理调养
紧张、易怒及情绪不稳都是血压升高的诱因，因

此患者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培养对自然环境
和社会的良好适应能力，避免情绪激动及过度紧张、
焦虑，遇事要冷静、沉着，当遇到较大的精神压力时
应设法释放，如向朋友、亲人倾诉或多参加轻松愉快
的业余活动等，都有助于维持稳定血压。医护人员
解释病情的同时要向患者传授原发性高血压的相关
知识，帮助减轻心理压力，用热情和真挚去感染患
者，使其在良好的氛围中得到心理调养。
４、用药指导
激素替代治疗（ＨＲＴ）对更年期高血压尚存争

议。体外研究显示，雌激素有多种心血管保护效应。
但是在绝经后，女性ＨＲＴ并没有显示出持续的降
压效果。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结果表明，多数ＨＲＴ
仅仅能够引起轻度血压变化，部分仅仅在夜间起作
用，或仅仅在白天起作用。目前ＨＲＴ不推荐为绝
经后高血压的治疗方法，也不推荐作为绝经妇女心
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但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围绝
经期女性出现更年期症状时，应在权衡利弊时慎重
选择。药物一般从小剂量开始，可联合数种药物，以
增强疗效，减少副作用，或应遵医嘱调整剂量，不得
自行增减和撤换药物。

四、老年女性高血压

老年女性高血压具有发病率、病死率、致残率高
及知晓率、控制率低的特点，患者易出现情感障碍等
心理疾病。焦虑和抑郁作为负性情绪，与心脑血管
疾病密切相关。老年女性高血压是冠心病和脑卒中
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
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在美国，４５岁以下人群，女
性发病率低于男性；４５～６４岁，两者发病率相似；６５
岁以上人群，女性发病率大于男性。老年女性高血
压难以控制，８０岁以上老年女性高血压控制率仅
２３％，而男性为３８％。

美国全国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ｓ，ＮＨＡＮＥＳ）显
示，老年女性高血压难以控制的原因是动态血压变
异系数（ＣＶ）危险因素增加，如向心性肥胖、高胆固
醇血症等。ＮＨＡＮＥＳ研究也证实，绝经后女性高
血压的控制并不理想，心血管病风险明显增加。绝
经后女性激素水平发生变化，从围绝经期开始女性
雌激素水平下降、雄激素相对增高，雌／雄激素比降
低，对血管内皮功能、交感神经系统、盐敏感等产生
一系列改变，影响血压水平。

对老年女性高血压，我们给予以下建议：
１、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戒烟、限酒，低脂饮食，

选择富含多种维生素、纤维素的水果和蔬菜等，对于
老年女性很重要。积极从事适度的有氧锻炼，中等
强度的抗阻训练及耐力锻炼相结合可改善大动脉僵
硬度、血流动力学及血压情况。
２、降压药物治疗老年女性因糖脂代谢异常，

通常合并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病的危险性大，易发展
成顽固性高血压，单药控制血压常不理想。通常，单
用一种标准剂量的降压药治疗一月后，对绝经后老
年女性血压达标率仅为３６％，因此联合用药是一种
理想的方案。患者通常需长期服药，降压不宜过快
过低，尤其老年人，如果血压过低可影响脑部供血。
某些降压药物可造成体位性低血压，应指导患者在
改变体位时要动作缓慢，出现头晕、眼花、恶心及眩
晕时，应立即平卧，以增加回心血量，改善脑部血液
供应。
３、激素替代治疗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美国心脏

协会（ＡＨＡ）均将激素替代治疗、选择性雌激素受体
拮抗剂（ｓＥＲＭ）列为ｃｌａｓｓⅢ、ＬｅｖｅｌＡ推荐（Ｃｌａｓｓ
Ⅲ：干预无效或无用，或可能有害，ＬｅｖｅｌＡ：大量的
多方面的随机试验证实），因为当时的临床药物试验
尚未证实该治疗对心血管事件有益处。因此，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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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女性与男性高血压发病率之间的性别差异被认为
是雌激素对血管系统保护作用的结果。口服小剂量
的１７β雌二醇可明显降低因雌激素缺乏导致的血压
增高。有文献报道，用天然１７β雌二醇治疗卵巢功
能早衰的患者能显著降低血压，但合成的乙炔雌二
醇则无降压效果。

总之，女性在不同生理阶段，其高血压的发生和
处理有不同的特点。了解女性高血压不同时期的发
病特点，对更好地管理女性高血压病人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张宏秀　卢新政）

注意心脏病发作的四大信号
　　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陈彦介绍，心脏病发作前会出现四大信号：
１、胸部、下颌骨疼痛
胸部疼痛，这是冠心病最典型的信号，感觉胸口

有压迫感或钝痛感，并持续２分钟以上，呈阵发型，
胸口疼痛可扩散至前臂和肩膀，左臂和左肩受影响
最常见，严重时也会扩散到右臂也就是常说的“牵涉
痛”。尽管疼痛不太严重，但要举手抬臂也很困难。
也有的患者的主诉为“牙齿痛”、“下牙痛”，其实由于
神经的牵涉作用下颌骨两侧也会发生疼痛，有时扩
散到颈部的一侧或双侧。
２、胃痛
有些人由于患过胃病，所以很容易把胃病与心

脏病引起的胃部不适混为一谈。与一般的胃病不
同，心脏病引起的胃痛很少会出现绞痛和剧痛，压痛
也不常有，只是有一种憋闷、胀满的感觉，有时还伴
有钝痛、火辣辣的灼热感及恶心欲吐感，还可能出
冷汗。
３、呼吸急促
有些心脏病患者除常见的症状外，还会出现呼

吸急促、老感觉“气不够用”。静坐几分钟后，呼吸似
乎恢复正常，但是当患者重新走动时，喘息又开始。
这种喘息常常被人忽视，尤其是患有肺病的老年人。
４、过度疲劳
活动过后，却感到严重的全身性疲惫，甚至连走

路的力气也没有。约有２０％的心脏病患者在发作
前有一段相对“平静”期，这个时期常常不引人注意，
很多患者事后回忆说，在心脏病发作之前几小时、几
天甚至几个星期时，身体就有异样的感觉。

自我保护调节是重中之重
陈彦强调，三分治七分养，冠心病人的自我保护

调节尤为重要。

一是注意保暖
尤其气温波动较大，早晚温差大时，注意保暖特

别重要。骤冷骤热可使呼吸道及全身抵抗力降低，
极容易发生感冒和急性支气管炎。急性炎症过程会
引起粥样斑块破裂，大量的炎性介质会破坏血液系
统凝血－抗凝平衡，导致血栓形成等病理过程。同
时感染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诱发心力衰竭。冠心病
患者一旦感冒，无论轻重都应积极治疗。

二是饮食调节
饮食上提倡少食多餐，七八成饱，粗细粮搭配，

低盐、低脂、低糖、低热量饮食，并可适当多食富含植
物纤维的食物，即多吃粗粮、干豆类、蔬菜和水果等，
膳食中的纤维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同时可食用具
有降血脂、保护心脑血管的食物（如洋葱、少量的红
葡萄酒等）。同时宜保持清淡，特别是对于合并高血
压病的老年人应减少盐分摄入。

三是适量锻炼
随着春季的转暖，人们的户外活动增多，心肌耗

氧量也随之增加。有的老年人、特别是患有冠心病
的人，心脏对由静止期到活动期的负荷量耐受性一
时不适应，加上有的对活动量掌握得不好，活动量过
大，容易诱发心绞痛或心梗，故户外活动和锻炼应逐
渐恢复，循序渐进，以免诱发病情反复，运动要因人
而异、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适可而止，运动量以无不
适感为度，稍感不适应及时停止锻炼。此外，早春季
节昼夜温差大，清晨气温较低，气温较低对于冠心病
人来说，血管里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容易出现不稳
定状态。特别是在气温较低的早上，原本人体肾上
腺素分泌就增多，再加上低温刺激，用力活动很容易
诱发心绞痛，情况危急时还有猝死的可能。所以，早
春季节并不适宜早锻炼，宜选择下午较暖和的时间
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如散步、慢跑、游泳、打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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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等。
四是坚持用药
冠心病是一种慢性器质性疾病，目前还无法根

治，所以坚持治疗非常重要。不少患者往往吃了一
段时间药物后，自我感觉良好，没什么不舒服，就自
行停用药物，这对于患者而言，是十分不利的。临床
上医师所开具的很多药物都是经过长期临床使用和
大量临床试验得出的，这些药物可扩张冠状动脉，保
护缺血心肌，抗血小板黏附聚集，减少心肌梗死的发
生，改善心脏功能，不仅能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的发

生，还能尽可能延缓疾病进展，延缓心力衰竭的发
生，从而尽力避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陈彦提醒：若出现不适症状，首先注意观察，如
果症状持续超过１５～２０分钟，不管疼痛或不适多么
轻微，都应请医生诊断。有些人觉得自己无心脏病
史，因此没有引起足够警惕。此外，４０岁以上的人
群，每年应做一次心脏的专科检查，哪怕是最简单的
心电图、血脂、血压、血糖检查，也比完全不检查要好
得多。

（侯雨萌　高骞）

儿童保健常见误区
　　儿童保健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年轻的父母中存在着一些误区会严重影
响宝宝的健康成长。因此，父母们应多多了解全面
正确的育儿保健常识，保障宝宝健康成长。

误区一：过分追求宝宝长得快
其实长得多快和多慢都不好。体重增长过快，

很容易超重、肥胖，活动受到限制，运动量相对减少，
这不仅对骨骼生长不利，而且负荷过重，可使腿部变
弯曲变成弓形腿，严重时由于呼吸困难，肺泡换气不
足，促使红细胞增多，有的甚至发绀、心脏增大及出
现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小儿时期的肥胖可成为成人
肥胖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基础，故应受到重
视并及早预防。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秦锐教授建议，首先，培养宝
宝良好规律的饮食习惯。注重一日三餐营养搭配，
减少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多
吃蔬菜水果和粗粮，主食粗细结合，荤素搭配，定时
定量，细嚼慢咽，尽量杜绝糖、巧克力、甜点心、含糖
饮料等零食和夜宵。不吃或少吃油腻、油炸膨化食
品等。其次，鼓励宝宝多参加各类户外活动，用有意
义的户外体育活动吸引宝宝，培养其养成从小热爱
运动的习惯。最后，父母也要以身作则，规范自己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多多运动，为宝宝树立良好的
榜样。

误区二：只关心吃的结果，不关心吃的过程
在我们的周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宝宝吃饭需

要家长连哄带骗，追着喂的现象。很多家长认为只
要宝宝可以把饭吃进去，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都可

以接受。长此以往就导致宝宝养成不良的喂养习
惯，把吃饭当作任务，对食物没有感情，饮食不平衡，
偏食、挑食、厌食等。

喂养行为是指儿童与喂养人之间的与儿童能量
摄入发生联系的行为。儿童喂养行为已经成为儿童
营养、心理行为研究者和儿童保健医生关注的热点。
它与儿童的营养状况、生长发育等密切相关。长期
不适宜的喂养行为，将造成喂养－营养失衡，导致儿
童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因此，培养婴幼儿良好的
喂养行为非常重要。

作为主要喂养人的父母和家长应该端正态度，
走出喂养误区。首先，家长应该明白，一顿两顿饭没
有吃好并不会影响宝宝长期的营养和健康，而良好
的饮食行为习惯却可以让宝宝受益终生。其次，为
婴幼儿营造充满亲情、祥和愉悦的就餐气氛。让其
吃饭尽量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利诱、不哄骗、不逼迫
宝宝，通过这个过程培养其适量进餐、充分咀嚼、细
嚼慢咽的进食习惯，同时对于宝宝的营养吸收也是
非常重要的。再次，婴幼儿神经系统发育迅速，注意
力易被分散，进食时玩玩具、看电视等做法都会降低
对食物的注意力，导致食欲降低。家长可以为婴幼
儿设置他喜欢的专门吃饭的餐桌和餐椅，设定吃饭
应该完成的时间段，比如半个小时左右，营养合理荤
素主食搭配齐全的饭菜，通过拥抱和表扬等鼓励宝
宝专心致志吃饭，吃完饭才可以玩耍。最后，不到吃
饭时间尽量少给宝宝吃饼干、蛋糕等甜味零食，如果
要吃，可以以牛奶和水果等易消化的食物做点心，但
点心时间也应尽量与正餐拉开两小时以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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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吃正餐时保持肚子处于排空和饥饿状态。
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喂养行为，

不仅可以促进婴幼儿的身体发育，而且可以促进认
知和语言能力的发育，以及巩固喂养人和婴幼儿之
间的感情联系。

误区三：只要睡眠时间足够，日夜颠倒也无所谓
充足的睡眠也是影响宝宝生长发育的一个重要

因素。首先，睡眠时新陈代谢率降低，氧和热量的消
耗最少，可以使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再次，夜间充
足的深睡眠可以促进生长激素旺盛地分泌，有利于

宝宝身高的增长。睡眠不足的宝宝常常会烦躁、易
怒、食欲减退、体重减轻、身高增长缓慢。因此家长
应该更加关注宝宝，培养其规律又充足的夜间睡眠
习惯。

那么宝宝每天究竟需要多少睡眠时间呢？一般来
说，不同年龄的宝宝需要所需的睡眠时间不同，年龄越
小，睡眠时间越长。当然，不同年龄的不同宝宝睡眠时
间也有差异，宝宝的睡眠时间没有硬性规定。一般来
说，宝宝白天每次睡眠时间为１～２小时。见下表：

婴幼儿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和次数
年　龄 新生儿 ２～４个月 ６～９个月 ９月～１岁 １～２岁 ３～５岁睡眠时间
（小时） ２０～２２ １５～１８ １４～１６ １３～１５ １２．５～１４ １１～１２
睡眠次数 绝大部分

时间在睡眠
大部分

时间在睡眠 ２～３ ２～３ １～２ １～２

　　因此专家建议，重视宝宝睡眠质量，培养宝宝良好
的睡眠习惯非常重要。晚上睡觉之前，应充分做好睡
前准备工作。尽量减少蹦跳等运动量大的玩耍活动，
改为看画书、听音乐等较安静的活动。父母或家庭成
员尽量减少逗宝宝兴奋，让其神经舒缓下来，以逐渐适
应要睡眠的状态。卧室光线也可调整为昏暗的状态，
让宝宝从心理上逐渐适应睡觉的状态。睡前准备时间
约半小时到一小时，让宝宝身心均处于逐渐进入状态
的过程，对于提高睡眠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家
长们也不必过多拘泥于用睡眠时间来评定睡眠是否足
够，而要对宝宝进行全面的观察。如果宝宝白天活动
精力充沛、食欲好、体重增长正常，那就可以认为睡眠
时充足的。

误区四：多汗、夜惊、枕秃、肋外翻，就是缺钙
首先，多汗、夜惊、枕秃、肋外翻等症状并不是佝偻

病的特异临床表现。其次，一般佝偻病治疗并非补钙。
众所周知，宝宝躺着的时间居多，枕部接触部位不

通风透气，容易出汗造成头痒，反复摇头，摩擦，就会造
成枕部头发脱落或是稀疏，也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枕
秃。而婴儿肋骨外翻并非佝偻病的临床表现，而是“肋
串珠”、“肋软骨沟”。肋外翻是婴儿发育的正常过程，
与膈肌牵拉、腹式呼吸等有关，婴儿肋骨有个生理性外
翻，随着发育会逐渐接近成人。

还有需要补充说明的就是，佝偻病并非缺钙，而是
缺乏促使钙被人体吸收的维生素Ｄ。在讨论维生素Ｄ
缺乏的原因之前，需要我们先了解一下人体维生素Ｄ
的两个天然来源：一是人体自身合成。暴露在阳光下，

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人体皮肤，皮肤自身合成维生素
Ｄ。自身合成维生素Ｄ的量取决于年龄、皮肤颜色、暴
露时间、季节等。一般而言，随年龄增长合成量降低，
白皮肤比黑皮肤合成得更多，暴露时间越长合成得越
多，夏季比冬季合成得多。有研究表明，骄阳似火的七
月，健康年轻白人着泳衣户外暴晒１５分钟左右，约可
产生１００００单位的维生素Ｄ。但通常不建议阳光下暴
晒获取维生素Ｄ，因有导致皮肤癌的风险，因此建议夏
季烈日下要以对皮肤的防护为主，如涂抹防晒霜。涂
抹了防晒霜的皮肤就不能合成维生素Ｄ了。二是饮食
摄取。富含维生素Ｄ的食物包括鱼类、鸡蛋黄、添加维
生素Ｄ的牛奶、添加维生素Ｄ的面包以及其他添加维
生素Ｄ的食物。

由此可见，造成维生素Ｄ缺乏的原因主要也是这
两个方面：一是缺少阳光照射。阳光中紫外线不能通
过普通玻璃，室外活动少的人，维生素Ｄ生成不足；高
层建筑物阻挡阳光照射，大气污染吸收了部分紫外线；
冬季阳光照射减少，影响皮肤合成维生素Ｄ。二是饮
食摄人不足。天然食物中维生素Ｄ含量少，如乳类、肉
类等含量较少，谷物类、蔬菜、水果几乎不含维生素Ｄ。

佝偻病在早期主要表现为精神神经症状，如烦躁、
睡眠不安、易激惹、夜惊、夜哭、多汗等，这些症状都是
非特异的，并不能用于诊断佝偻病。随着病情发展，会
出现一些特异性的骨骼改变，如头部颅骨软化、肋串
珠、鸡胸、手足镯、Ｘ形腿、Ｏ形腿等，这些都是佝偻病特
异性的临床表现，有助于诊断。血清中的２５－羟基维
生素Ｄ浓度是用来判断人体维生素Ｄ状态的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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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它可以反映出人体皮肤制造的维生素Ｄ和饮食摄
入的维生素Ｄ的状态，因此是临床上用于诊断佝偻病
重要的辅助检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美国儿科协会修订新指南：推荐所有

婴幼儿，无论是母乳喂养还是人工喂养，出生后不久起
每日至少补充维生素Ｄ４００ＩＵ。因此我们也建议家长，
对于婴幼儿，只要奶量足够，每日通常只需要给予预防
剂量的维生素Ｄ４００ＩＵ即可，无需额外补钙。所以，与
其多花钱胡乱补钙，倒不如进行食补、日光浴或是规范
服鱼肝油滴剂直接滴入孩子口中更加科学有效。

误区五：乳牙早晚都会换的，龋齿放任自流，无需
处理

龋齿是儿童常见的口腔问题之一，很多家长对口
腔保健缺乏基本的认识，认为乳牙迟早都会换掉，所
以对待龋齿不去矫治，放任自流。龋齿是一种由口腔
中多种因素复合作用所导致的牙齿硬组织进行性病
损，表现为无机质脱矿和有机质分解，随病程发展从
色泽改变到形成实质性病损的演变过程。世界卫生
组织已将龋齿与肿瘤、心血管疾病并列为人类三大重
点防治疾病。儿童龋齿危害多多，一开始发病在牙
冠，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形成龋洞，龋洞不及时填充，
就会越来越严重。

首先，损伤到牙髓的龋齿产生的疼痛非常剧烈，
会导致宝宝咀嚼功能下降，严重影响宝宝的食欲和
消化，影响宝宝正常的生长发育。其次，龋齿属于细
菌性感染，龋洞作为各种细菌的滋养地，容易诱发牙
髓炎、牙根炎、脓肿等炎症，在抵抗力低下时，这些感

染病灶甚至可以继发引起全身性感染。再次，儿童
龋齿继发牙根尖周炎时，会影响恒牙牙胚，导致恒牙
釉质发育障碍，影响恒牙的正常萌出；还有龋洞内食
物残渣滞留，细菌聚集，使口腔环境恶化，大大增加
恒牙发生龋齿的风险。最后，儿童口腔发生多个龋
齿时，还会影响语言表达的发育和颌面部美观，给儿
童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

专家建议：首先，保持口腔卫生是防治龋齿最重
要的方法。婴儿期不要让孩子含着乳头或奶嘴睡
觉，有含乳头睡觉习惯的孩子龋齿发病率很高，被称
为“奶瓶龋齿”。有了龋洞要及时就医，以免扩大。
养成每餐饭后漱口的习惯，２岁半左右开始刷牙，每
次刷牙要上下刷，里面、咬合面都须刷净，睡前的刷
牙尤为重要。其次，注意培养宝宝良好的饮食习惯
也至关重要。每日膳食中不易多吃甜食，可以多吃
一些豆制品、鱼虾、蔬菜等含钙丰富的食品，以供给
足够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促进牙齿正常发育。还有
食物的烹饪加工尽量不要过于精细，锻炼宝宝的咀
嚼能力，可以促进唾液分泌，既有助于消化，又有助
于洗擦牙齿。再次，定期检查口腔，使用Ｘ线检查
早期发现龋齿，早期治疗，阻止龋齿进一步发展，及
时使受损的牙齿功能得以恢复。要求２～５岁儿童，
每２～３个月查１次，６～１２岁儿童每隔半年查１
次，１２岁以上儿童每年查１次。最后，针对龋齿，积
极采取早期防龋措施，如对乳牙进行选择性窝沟封
闭，初期龋齿进行预防性填充等。

（张丹　吴倪娜）

儿童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
　　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尤
其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及成年后的健康有着不可低估
的影响。生活富裕，而慢性病高发，不得不让我们深
思：如何预防这些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心脑血管疾
病的发生？如何做才能健康？对于儿童来说，良好
的饮食会使其一生受益，坏习惯则会有害健康。饮
食习惯对儿童现在和将来的健康具体会产生哪些影
响呢？

一、不良的饮食习惯及影响
１、重口味
重口味成为舌尖上美味不可缺少的元素，对于

绝大多数人，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就餐，重口味的菜肴
往往更受欢迎。家长很早开始给婴幼儿提供重口味
的辅食或菜肴，导致婴儿时期就开始重口味。而重
口味里暗藏的盐、糖、油却影响着孩子的健康。

婴儿时期，提供含盐的食物增加宝宝的肾脏负
担。含糖的食物导致宝宝不再喜欢淡而无味的白开
水，增加了患龋齿等疾病的机会，同时，也养成宝宝
今后的重口味饮食。重口味的饮食中的油、糖，会导
致儿童发生肥胖。而肥胖又会导致儿童２型糖尿
病、高血压等代谢综合征。儿童肥胖很可能又持续
到成年，加上重口味中的盐、油、糖，伴随着能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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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大大增加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病机率。
２、追着喂饭
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喂饭，甚至喂到孩子上小

学五年级。看似关爱孩子，实则是剥夺孩子进食的
兴趣。婴儿期，孩子不能自已进食时，需要家长进行
喂养。但是幼儿期，孩子已经具备自己进食能力的
时候，家长却剥夺了孩子进食的机会。追着喂饭，会
让孩子认为吃饭就是在做游戏，往往一顿饭喂得时
间过长。导致孩子一旦离开家长，不能独立吃饭，尤
其在幼儿园，不能按时吃完饭，或者干脆就不吃了。
久而久之出现消瘦、营养不良，严重者不能继续读幼
儿园。甚至成年后也过分依赖家长，不能独立生活。
３、坏零食
所谓零食，从狭义上讲，主要是在非正餐时间进

食的少量食物，包括糖果类、糕点类、坚果类、饼干
类、膨化食品类等。长期进食相对不健康的零食如
糖果、蛋黄派、油炸食物会影响宝宝正常三餐，过分
依赖这些食物导致营养不均衡，甚至出现营养不良，
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
４、甜饮料
很多甜饮料的广告已经深入到孩子的大脑。一

些甜饮料包括酸酸乳类由于口味好深受孩子们的喜
欢，但是这些含糖饮料不利于孩子健康，长期大量
进食会增加孩子肥胖、２型糖尿病、龋齿等发病
风险。
５、不卫生
不干不净吃了真的没病吗？或许只是强调不要

过分清洁。但多数情况下，还是“病从口入”。婴儿
期３个月左右以后就开始吃手，此时就要注意手的
卫生。为孩子提供的食物也容易受微生物污染，容
易导致腹泻等食物中毒。每年都会有幼儿园、小学
等儿童集体食堂食物中毒的报道，也有小学生课间
加餐食用受微生物污染的牛奶发生集体食物中毒
案例。

二、培养饮食好习惯从幼儿开始
１、清淡
清淡的饮食口味，对儿童及成年后的健康具有

重要的影响。培养儿童养成清淡口味的习惯越早越
好，甚至在胎儿期准妈妈就应该养成清淡的饮食习
惯。１岁以内的婴儿食物中不加盐、糖、以及其他调

料。１岁以后的幼儿也应该尽量清淡。孩子一旦接
受了重盐、重糖口味的饮食就很难再接受清淡口味
的饮食。相反，一旦习惯清淡口味的饮食就难以下
咽重口味的饭菜。因此，为了孩子及成年后的健康，
尽早培养孩子清淡饮食的习惯。
２、自己进食
培养幼儿自己进食，是培养孩子独立的第一步。

从孩子会用勺子时，就可以有意识的让孩子去体验
自己进食的乐趣，或许弄地满地满身狼藉，最后也没
有吃到食物。但这正是孩子应该去做的，而不是家
长完全代替孩子，剥夺孩子自己进食的机会。幼儿
期孩子已经能够自己了，更应该创造就餐环境及条
件，让孩子自己去进食。

同时，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如３０分钟进食，
超过这个时间就结束这一餐，收拾掉所有的食物。
避免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追着孩子喂
饭，一顿饭喂上几个小时，看似疼爱孩子，实则扼杀
孩子进食的主动权。
３、好零食
事实上，对幼儿以上的儿童，零食选择合适，对

正餐也是有利的补充。养成进食健康的零食习惯也
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的零食包括奶类、蛋糕类，水果
类及坚果类。在两餐之间，合理安排在正餐吃不到
或吃的少的健康食物作为零食还是有必要的。
４、白开水
从培养孩子进食白开水的习惯也不是不容易忽

视的。６个月以后的婴儿就应该选择白开水作为主
要的饮料，而不是果汁类、糖水类。含糖饮料给孩子
健康问题带来的影响已经几乎波及到世界各地，导
致孩子肥胖等问题的弊端也越发明显。因此，应限
制儿童进食含糖的饮料。让孩子养成喝白开水或矿
泉水的习惯。
５、卫生
注意卫生，对儿童的健康同样不可低估。婴儿

期就要保持手的卫生，同时食物也应该干净、卫生。
幼儿期就要培养孩子勤洗手的好习惯，尤其是饭前
便后。

由此可见，儿童饮食习惯对儿童现在及将来的
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让孩子健康成长，就要从培养
饮食好习惯开始。

（刘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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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三餐饮食守则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发布最新健康膳食建
议：人们应该改善膳食模式，应对加工食品数量不断
增多、迅速城市化等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其中，世卫
组织特别针对糖、脂肪、盐、蔬菜的摄入提出几个明
确的数字，对合理膳食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游离糖：５％
１９８９年，ＷＨＯ首次提出每天“游离糖”摄入量

应降至总能量的１０％（每天大约５０克）以下的呼
吁，因为游离糖摄入过多，不仅增加蛀牙风险，还可
能导致超重和肥胖，如今这个说法已经作为一项强
烈建议，在多国以政策形式被采纳。今年３月４日，
ＷＨＯ进一步呼吁各国应减少成人和儿童糖摄入
量，最好将每天游离糖摄入量减至总能量的５％（每
天大约２５克）以下，这样将会获得更多健康益处。

游离糖是指由生产商、厨师或消费者在食品或
饮料中添加的葡萄糖、果糖、蔗糖（砂糖、白糖、红
糖）、麦芽糖，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和浓
缩果汁中的糖，但不包括新鲜果蔬中的糖。

生活中减少游离糖摄入的方法包括：限制食用
含糖量高的食品和饮料，比如含糖饮料、含糖多的糕
点等食物；用新鲜果蔬代替含糖零食；烹调时尽量少
添加白糖、红糖、冰糖等。

脂肪：３０％、１０％、１％
成年人应将摄入脂肪总量减至总能量的３０％

（约为６６克）以下，有助于预防超重和肥胖。生活中
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少吃或不
吃肥肉；烹饪方式上多蒸煮，少煎炸；控制油炸食品
和油腻菜肴的摄入；烹调时少放油，每人每天别超过
３０克。

脂肪中尤以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对健康威胁最
大。因此ＷＨＯ呼吁，将饱和脂肪摄入量减至总能
量的１０％（约２２克）以下，反式脂肪降至总能量的
１％（约２克）以下。

降低饱和脂肪摄入的做法包括：少吃肥肉、黄
油、棕榈油、椰子油、奶油、奶酪、酥油、猪油，以及以
它们作为生产原料大量添加的食物，比如冰淇淋；以
鱼、鳄梨、坚果、橄榄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的食物代

替；用植物油代替黄油和猪油。
减少反式脂肪摄入的具体做法是：少吃蛋糕、薯

条等含有反式脂肪的加工食品；快餐、油炸食品、馅
饼、人造黄油和涂抹食品的酱膏等也是反式脂肪的
重要来源；日常生活中用烤代替油炸，自制油醋汁
代替沙拉酱，用炼乳替代咖啡伴侣等也能减少反式
脂肪摄入。

盐：５克
ＷＨＯ指出，很多人摄入钠（食盐）过多，而钾的

摄入量却明显不足。食盐摄入超标，再加上钾摄入
量不足（少于３．５克）会诱发高血压，进而加剧心脏
病和中风的风险。研究表明，人们若将盐摄入量降
至每日低于５克的推荐水平，全球每年可避免１７０
万人死亡。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每日的
食盐量，因为盐广泛存在于腊肉、火腿、香肠等加工
肉制品，面包、面条等主食，以及酱油、鱼露、味精等
调味品中。

生活中减少食盐摄入的方法如下：烹调时少加
盐、酱油、鱼露、味精、鸡精、固体汤料等，多用醋、咖
喱等调味品调味；少吃烤鱼片、海苔、鱿鱼丝等咸味
零食，奶酪、方便面、饼干、面包等即食食品，以及腊
肉、火腿、香肠等加工肉类；学会阅读食品标签，选择
钠含量较低的食品；适当多吃果蔬增加钾的摄入量，
减轻钠摄入过多对血压的不良影响。

果蔬：５份、４００克
每日至少食用５份或４００克果蔬，有助于补充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植物活性成分和膳食纤维，能
降低多种慢性病风险。但国人果蔬摄入量太少，以
北京为例，《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
告》指出，北京市居民人均每日摄入深色蔬菜仅为
８９．５克，与推荐量１５０～２５０克相比，差距仍然较
大。其他很多地区甚至还与北京存在差距。为了在
膳食中增加果蔬的摄入量，最好做到菜肴中总是配
蔬菜；把水果当零食；食用当季新鲜果蔬；经常变换
水果和蔬菜种类。

（源自环球网－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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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钟影响疾病发作
　　人体的生物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疾病的发
作。近日，英国《女士》杂志刊出一些常见病高发或
症状加重的时间段，提醒患者多注意。

哮喘：早上４点～６点。在这一时间段哮喘的
发作率是其他时间的１００倍，部分原因是人体在早
上对肾上腺素的敏感性较高，容易引起支气管变窄。
此外，床上有不少灰尘、螨虫，人睡觉时难免和它们
“亲密接触”，这也可能引发哮喘。美国过敏学专家
卡罗·帕尔建议：“起床后别立马叠被子，让被子晒
晒太阳，房间保持通风，并定期更换枕头，能减少灰
尘、螨虫，降低过敏风险。”病人也可以在头一天下午
或晚上服用预防性药物。

牙疼：早上３点～８点。牙疼在这段时间的发
作率是其他时间的两倍，医学教授斯莫兰斯基说，这
也许和肾上腺皮质醇夜间分泌降低，抗炎作用减弱
有关。早上服用阿司匹林治疗牙疼效果较好，但不
宜空腹服用，以免刺激肠胃。

偏头痛：早上４点～９点。美国科学家发现，人
的血压在这段时间会升高，头痛部位的血管会扩张，
从而容易加重头痛。偏头痛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如
果夜间反复发作，一定别强忍着，要及时看医生。

心脏病：早上６点～１０点。西班牙卡洛斯大学
依宾尼兹教授说，人体内可以防止心脏受损的蛋白
质致活酶在早上处于较低水平。研究发现，急速升
高的血压、蛋白质摄入过低、防止血栓的细胞活性降
低等，都让这一时间段的心脏病发作率提高４０％，
而且症状也更严重。一旦出现心脏病发作症状，一
定要及时服用硝酸甘油等急救药物并及时就医。

感冒：上午８点～１１点。对感冒患者的研究发

现，人体抗炎激素水平在夜间下降，鼻腔通道白天比
夜间更放松等原因，都会导致感冒在这一时段加重。
一般来说，服用对症药物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症状。

焦虑症：下午３点～６点。研究发现，恐惧症、
焦虑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在下午至晚上这段时间
会加重。每天做些让心静下来的康复治疗，能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

癫痫：下午３点～９点。颞叶癫痫在这一时间
容易发作，额叶癫痫则在夜间睡觉时发作较多。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马克·奎格教授认为，颞叶癫痫患
者可以选择在下午服药，而额叶癫痫患者可以选择
在晚上睡前服药。

皮肤瘙痒：晚上７点～１１点。在这段时间，不
少人湿疹、皮炎的瘙痒症状会加重。美国维克森林
大学吉尔教授认为，皮肤在晚上温度升高且更缺水，
这会加重瘙痒。不过，此时皮肤的吸收能力也很强，
进行针对性治疗效果更好。

骨关节炎：晚上８点到午夜。加拿大安大略大
学研究者发现，在这一时间段，骨关节炎患者的疼痛
感加剧，可能与活动一天，骨关节部位受累有关。如
果你服用的是长效止痛药，建议选择在早上服用，因
为晚上服用副作用较多。

胃灼热：晚上８点～凌晨两点。胃灼热患者晚
饭后的发病率是另外两餐后发病率的３倍。斯莫兰
斯基教授说，这段时间，人体胃酸分泌增多，胃灼热
症状加重，还可能影响睡眠。他建议，患者在晚上睡
前服药，睡时尽量选择仰卧或左侧卧，因为右侧卧可
能加重胃部反酸。

（来源：新华网）

噪声性耳聋发生静悄悄
　　噪声性耳聋是由于长期受噪声刺激而发生的一种
缓慢的、进行性的听力损伤，损伤部位主要为内耳的毛
细胞，之后可波及蜗神经。人体的内耳有内毛细胞和
外毛细胞，而外毛细胞最容易受噪声损害，严重损伤后
难于再生。噪声强度越大、接触时间越长，造成的听力

损失越严重。当噪声强度非常大时，即使接触很短的
时间也会导致听力损失。由于噪声性耳聋通常是缓慢
的、进行性的，所以初期不易察觉，直至出现常将电视
机音量开得很大、听门铃声有困难等情况时才引起注
意。有人甚至到出现语言交流障碍，当听不清别人讲

·４４· 江苏妇幼保健２０１５年６月第５卷第２期　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Ｖｏｌ５，Ｎｏ．２



话时才意识到听力有障碍，此时听力下降已较重。
各种环境噪声都有标准
声音强度一般用分贝（ｄＢ）表示。根据我国２００８

年颁布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康复疗养等特别需要安
静的区域，白天的环境噪声限值为５０ｄＢ（Ａ）；居民住
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等区域，
白天的环境噪声限值为５５ｄＢ（Ａ）；商业金融、集市贸易
等区域，白天的环境噪声限值为６０ｄＢ（Ａ）。

噪声下工作时限有规定
总体来说，噪声强度越大、个体接触时间越长，

越可能导致听力损失。研究显示，８５ｄＢ以上的声
音即可损害人体内耳毛细胞，导致听力损失。

我国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对不同强度噪声下
的工作时限有如下规定：

噪声强度ｄＢ（Ａ） 每日工作时限（小时）
８５ ８
８８ ４
９１ ２
９４ １

（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健康报》）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重要事实

中东呼吸综合征是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中东
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
该病毒于２０１２年首次在沙特阿拉伯得到确认。

冠状病毒为一类大型家族病毒，可引起从感冒
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等一系列疾病。

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和
气短。肺炎较为常见，但并非总会出现。腹泻等胃
肠症状也有过报告。

约有３６％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报告病人已经死亡。
尽管大多数中东呼吸综合征人间病例属于人与

人感染，但骆驼可能是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
一大宿主，也可能是人间出现中东呼吸综合征感染
的一个动物来源。然而，骆驼在病毒传播中的具体
作用以及具体传播途径尚不清楚。

除非存在密切接触，比如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向
病人提供治疗，否则该病毒似不易在人际间出现传播。

症状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表现从没有

症状（无症状状态）或者轻微呼吸道症状，到严重急性
呼吸道疾病及死亡不等。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疾
病的典型表现为发热、咳嗽和气短。肺炎较为常见，但
并非总会出现。腹泻等胃肠症状也有过报告。

疾病严重时会引起呼吸衰竭，需要在重症监护室
得到人工通气和支持。约有３６％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报告病人已经死亡。该病毒似在老年人、免疫
系统功能脆弱人员和患有癌症、慢性肺部疾病和糖尿
病等慢性病人员中所造成的疾病更为严重。

病毒来源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是一种从动物传到人

类的人畜共患病毒。病毒的起源尚不十分清楚，但
根据不同病毒的基因组所做分析，人们认为它源自
蝙蝠，并在很久之前传到了骆驼。

传播
从非人类到人类传播：从动物到人的传播途径

并不十分清楚，但骆驼可能是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的一大宿主，并且属于人间感染的一个动物来
源。在若干国家的骆驼中分离出了与人间菌株相同
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毒株，这些国家包括埃
及、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

人与人传播：除非存在密切接触，比如在没有保
护的情况下向感染病人提供治疗，否则该病毒似不
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医疗保健机构中曾经出现
过聚集性病例，尤其是当感染防控措施不够到位时，
这些机构似乎更有可能出现人际间传播。迄今为
止，尚没有持续性社区传播情况记录在案。

该病毒似乎主要在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半岛流
行，该国报告出现的病例数占一大部分（＞８５％）。
在中东之外已经报告出现了若干病例。人们认为多
数情况下都是在中东染上病毒，随后输出到该地区
之外。在存在输入病例的国家中没有或者仅有数量
有限的二代传播报告。

预防和治疗
目前尚没有疫苗或者特异治疗办法。治疗属于

支持性质，且要根据病人的临床状况进行。
就一般性防护而言，前去参观有骆驼和其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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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农场、市场、粮仓或其它地方的人员应当采取一
般性个人卫生措施，包括接触动物前后定期洗手，并
且应当避免与染病动物接触。

食用奶和肉类等生的或者没有煮熟的动物产品，
面临着较高的可在人间致病的各类生物体感染危险。
食用经过适当烹饪或者巴氏灭菌法处理的动物产品较
为安全，但也应当谨慎操作，避免与没有烹饪的食物出
现交叉污染。骆驼肉或骆驼奶属于可在经过巴氏消毒
法、烹饪或其它加热处理后继续食用的营养制品。

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得到更好认识之前，
糖尿病、肾衰竭、慢性肺部疾病和免疫受损者被认为属
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严重病症的高危人
员。这类人员应当避免与骆驼接触，避免饮用生鲜骆
驼奶或骆驼尿或者食用未经过适当烹饪的肉类。

卫生保健工作者面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危险

在若干国家的卫生机构内出现过病毒传播情况，
包括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得到诊断之前由病人
传给卫生保健提供者，以及在卫生保健机构中的病人

之间发生传播。由于症状和其它临床特征可能没有特
异性，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在早期或者在没有经过检测
的情况下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病人。

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对于防止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在卫生保健机构的可能蔓延至关重要。向怀疑
或者确认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病人提供治
疗的机构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将病毒从感染病人
传给其他病人、卫生保健工作者或者探视者的危险。
卫生保健工作者应当得到感染预防和控制方面的教育
和培训，并应当定期更新这方面的技能。

世卫组织的应对
世卫组织与疫情国家以及国际上的临床医生和

科学家合作，为更好地了解病毒情况及疾病成因收
集并且分享科学证据，以及确定疫情应对重点、治疗
策略和临床处置方法，制定与病毒作斗争的公共卫
生预防策略。世卫组织并不建议在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问题上采取任何旅行或者贸易限制或者入
境筛查措施。

（源自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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