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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道防线

城乡“三免一听”
全省筛查率 97%
� � � � 4 月 21 日下午 4 点，流水般的电子琴声徐
徐从位于海口龙华路一小区的房间内响起，美
妙的音乐很动听。但大家没想到的是，弹琴的是
一位年仅 5 岁的孩子， 而且是一名苯丙酮尿症
患儿。

钟女士 5 年前在省妇幼保健院产下一名男
婴，分娩 3 天后在做新生儿筛查时，发现孩子是
苯丙酮尿症（PKU）患者。 医生及时为孩子进行
了干预治疗，并对家长进行专门指导。 孩子从小
进行低苯丙氨酸饮食疗法，一直吃蛋白粉和特殊
食品，并配合服用 8800 元一瓶的进口药品。 经
过 5 年的努力，这个孩子除了饮食外，基本和健
康孩子无异，智力和身体也接近正常孩子，周围
邻居一直都不知道孩子的病情。

这要得益于我省 2007 开始实施的新生儿
筛查制度———第一时间发现了孩子的病情，并及
时干预治疗。 经过家长的精心呵护和不菲花费，
孩子和正常儿童基本看不出区别。

从 1981 年开始，北京、上海已开始试点新
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海南 2007 年才开始施行。
起步虽然晚，但海南后起直追，一跃走在全国前
列，为三级预防中最为成功的一环。

记者从海南省妇幼保健院了解到，海南新生
儿疾病筛查主要为“三免一听”：苯丙酮尿症、先
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 蚕豆病和新生儿听力障
碍，每例筛查费用为 102 元。 从 2011 年 5 月开
始，海南施行政府买单的全省免费新生儿疾病筛
查， 无论是农村和城镇人群都享受一样的政策，
当时在全国是唯一的全免省份，目前全省筛查率
达到 97%以上。

“通过筛查并及时干预，一些出生缺陷宝宝
的身体和智力方面能基本接近正常孩子，效果明
显。 ”周冰说，这样的结果让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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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布控没到位，出生缺陷明显升

生出缺陷宝宝·谁之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过

海南“遗传致出生缺陷”
调查
（下）

数据，触目惊心；伤痛，终身背负；悲剧，重复上演。
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科技日新月异，但出生缺陷儿，特别是遗传因素导致的出生缺陷儿，不仅没有减少，反

而呈明显上升之势；究其原因，除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精确统计外，政府和百姓都有责任。
预防出生缺陷，国家定了“三道防线”———婚前检查、产前检查、新生儿筛选，从婚前到产后，流程设置科学，但效

果却不佳，因此我们必须反思：政府监管存在怎样的漏洞，百姓的优生意识淡薄到何种地步？ 其中婚前检查作为“前
哨”，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位，是否应恢复强制性，亦须慎思。

第 道防线

个别市县不免费
近半新人不婚检

我国出生缺陷预防分三级： 一级预防是指防止出
生缺陷儿的发生，以婚前医学检查为主；二级预防是指
减少严重出生缺陷儿的出生， 主要是做产前筛查和产
前诊断； 三级预防是指出生缺陷患儿出生后采取及时
诊治，主要是新生儿疾病筛查。

取消强制致婚检率“大跳水”
由 80%以上一度降到 0.8%

在三级预防中， 婚前医学检查是极为重要的一道关
口，而我省目前婚检效果如何呢？

为了减少出生缺陷，199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明确规定，对诊断患医学上认
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 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
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
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如此才可以结婚。

婚前医学检查一段时间内成为结婚登记的强制规
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生缺陷发生率。

但 2003 年新婚姻法取消强制婚检后，我省婚检率开
始急剧下降， 由颁布前的婚检率 80%以上， 一度降到
0.8%。 2008年，海口的婚检率仅有 0.31%。婚检率的急速
下降，随之带来的是出生缺陷宝宝的增多。

2009年开始，我省一些市县开始推行免费婚检，婚检
费用由当地政府承担。

海口市在 2009 年 10 月启动免费婚检， 为每对准新
人安排了 216元的婚检套餐，费用由海口市政府承担。 婚
检项目包括询问病史、胸部透视、物理检查、辅助检查（血
常规、肝功能、乙肝表面抗原、尿常规、梅毒筛查、淋病筛
查）等。 女性婚检项目多加一项白带常规。 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海口市在原来免费婚检的项目上，又增加地中
海贫血筛查、G6PD（蚕豆病）筛查、优生五项检查、微量
元素测定、叶酸筛查共 5 个项目，费用由原来的 216 元 /
对提高到 550元 /对。 只要男女双方或一方为海口户籍、
海口地区驻军的准新人，持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
件）、一寸免冠个人近照 3 张，即可到海口妇幼保健院等
进行免费婚检。 婚检后，医院会出具婚检证明。

免费婚检的施行，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准新人的参与
热情。2012年，海口市婚检率只有 30%多，到 2013年，海
口婚检率增加到 66.72%。 但距离城市 90%预期目标仍有
很大差距。

据省卫生部门统计，2011年，我省婚检率为 51.84%，
2012 年为 52.59%，2013 年为 54.34%。 数字显示每年有
近一半新人没有参加婚检， 让以婚检为主要手段的一级
预防难见成效。

部分市县免费婚检不到位
有的出钱少有的不出钱

近几年来，近半新人不婚检，“黑色数据”的背后，是
政府执行免费婚检政策的“偷工减料”。

由于婚检费用由当地政府承担， 一些市县安排的检
查项目很少，甚至个别市县没有施行免费婚检。

海口市政府目前承担的婚前医学检查费用为每对
550元，可很多市县达不到这个标准。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每对新人的检查费用约为 220 元，婚检项目既没有
胸部透视，也没有 G6PD（蚕豆病）筛查、优生五项检查、
微量元素测定、叶酸筛查等项目。 而琼海市免费婚检的项
目也同样不多，没有 G6PD（蚕豆病）筛查、优生五项检
查、微量元素测定、叶酸筛查等项目。 而在儋州，政府没有
拿出免费婚检的费用， 所有的婚检项目都是准新人自己
承担，现在还没有施行免费婚检。

免费婚检本是件大好事，但好事并没有完全办好。 4
月 21 日，记者在海口街头随机采访了多位年青人，大多
表示没做婚检，直接领的结婚证。 “我们知道试行免费婚
检了，但不知道在哪儿检查。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

恢复强制免费婚检呼声高
婚前检查成本低效果好

第一道防线成效不佳，“强制婚检”再次成为热点。
政协海南省六届一次会议召开时， 省政协委员曾宪

云提交了《关于在海南试行强制要求“婚前体检”的建
议》。建议认为，海南省婚前检查普及率不高，应在全省强
制要求进行婚前体检。

《建议》提出，全省应制定统一的婚检登记表及检查
科目、项目，对每一对新婚夫妇的婚检都必须按此进行并
有据可查； 在有条件的地方不定期举办适龄青年婚前检
查学习班； 从医院中挑选一些有能力的人作为婚检宣传
员，进驻婚姻登记机关开展咨询和指导，以加强婚检登记
与婚检服务的工作衔接。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社工部主任陈春雨每天都面对
着大量的出生缺陷儿，他对强制婚前检查举双手赞成。
“近几年福利院接收的孩子，基本都是有遗传疾病或先
天残疾的婴儿，完全健康的寥寥无几。 一些家长把孩子
遗弃在福利院门口后， 会想方设法求证是否被福利院
接收。 这些家长不是不爱孩子，是无力承担巨额的治疗
费用。 生下缺陷宝宝是不幸的，如果能通过预防手段让
孕妇做出选择，相信绝多数人都会放弃缺陷胎儿。 ”陈春
雨说，保证优生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婚前医学检查，这一点
至关重要，政府应施行强制性的免费婚检，让不适合生育
的人做到心中有数，劝阻并制止近亲结婚和医学上不适
合结婚的人群。

省卫生厅妇社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医学角度看，强
制性婚前医学检查很有必要，第一道关口不能后移。 “而
且相比强制免费产前筛查和诊断，婚检成本最低，效果也
好，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有条件恢复的。 ”该负责人说。

第 道防线

有政策有投入
百姓也需反省

“前三道防线是国家制定的，针对的是各级
政府，但还有一道重要防线在百姓身上，是老百
姓心中的优生优育意识。 ”王洁语重心长地说：
“海南出生缺陷总发生率升高的原因很多，一个
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群众意识淡薄， 优生知识
严重缺乏。 有很多准父母错误地认为自己的父
母生自己很健康，也没有做任何检查，我们也很
健康，所以没必要做任何检查。 因此很多人对自
己和家族的病史不清楚，对婚检、孕检一律敬而
远之，导致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升高。 ”

“要不是女儿先天缺陷，我们两口子不可能
知道自己有遗传病， 也没想过要做什么婚前检
查，我们身边的人都不做这些检查，孩子也挺健
康的。 ”琼海的符先生怨自己命苦。

周冰认为，像符先生这样的百姓很多，特别
是偏远农村居民。 “百姓意识淡薄也说明政府
的宣传不够，政府应加大优生宣传力度，普及婚
育知识。 像现在到处都能看到 ‘生男生女一个
样’的宣传口号，却从没看到‘健康宝宝要做孕
检’ 的宣传。 所以政府首先自身要重视这方面
的宣传，才能让群众重视起来。 ”周冰说，现在
的经费投入也不够， 很多免费项目不能准确诊
断胎儿是否有缺陷，要进一步诊断就要自费。 甚
至连孕妇做彩超都要自费， 免费的项目只包含
普通 B 超。

“宣传确实重要。 ”王洁建议，海南应尽快
建立起一支专门的健康教育专家队伍，进小区、
上校园、到街头、深入农村，通过各种方式在群
众中普及优生知识，增强大家的健康生育意识。

“由于海南是地中海贫血高发区，中学生课
堂上应专门增加一堂地贫知识课， 从小普及大
家对地中海贫血的防范意识。 ”王洁表示，海南
应多设立一些婚育学校、孕妇学校、家长学校，免
费向大家传授生育健康宝宝的知识， 现在很多
人有这方面的需求，可往往无处可学，国外这方
面的学校非常多，效果相当好。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

产前筛查可预防三大疾病： 海南二级
预防，也就是产前筛查和诊断，主要针对三
大疾病：一是唐氏儿（先天愚型），发生率为
千分之一左右，一般无法预防，只能通过唐
氏筛查发现。 二是重型“地贫”儿，主要是遗
传导致。 三是严重畸形，主要靠 B 超检查。
如果通过产前筛查发现这三类胎儿，医院会
进一步诊断并进行会诊，由医学伦理委员会
拿出是否保留胎儿的建议，最终由孩子父母
做决定。

起步晚关卡多覆盖窄

早在 2003 年，原卫生部就下发了《产前
诊断技术管理办法》，一些省份开始规范产前
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的管理。 而直到目前，海
南省尚未施行具体的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管
理细则，严重滞后于国内其他省份。

海南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主任王洁告诉
记者， 目前我省对二级预防的投入相对较少，城
镇孕妇主要靠生育保险报销一部分检查费用。农
村孕妇可免费享受到 19 项孕检项目， 但从
2011年才开始试点，2013年才全省铺开， 由计
生部门牵头来做。如果孕妇没有提供相关手续直
接去医院做检查，仍然需要自费进行检查。

记者从海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了
解到，2011 年，我省琼海市、海口市美兰区成
为国家首批试点项目单位，开展了国家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 2012 年，我省又新增三亚、
五指山等 11 个试点县（市、区）。 从 2013 年
开始，我省所有市县全部实施国家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 同时，针对海南地中海贫血高发
的严峻形势，海南省委、省政府将免费地中海
贫血筛查诊断服务列为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
之一，全面启动了地中海贫血防治计划。 在国
家规定的 19项免费孕检项目中增加了地中海

贫血的初筛和基因诊断，形成“19+1”模式。
地中海贫血初筛每例 20 元，基因诊断每

人 270 元， 如需产前诊断每例再补助 2800
元，以上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不需要个人支
付。 但享受这些政策条件有限制：需具备符合
生育政策并计划怀孕、 夫妇至少一方为农业
人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 夫妇至少一方
具备本地户籍或夫妇双方非本地户籍但在本
地居住半年以上三项条件， 城镇人口不在此
范围内。

为了进行地贫筛查诊断， 省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2012 年专门设立了省优生优育
公共服务中心。 但据该中心副主任赖燕全介
绍，目前中心设备还不齐全，并不具备地中海
贫血筛查和诊断条件， 所以只能委托医疗机
构进行这项工作， 目标人群为全省符合条件
的农村孕妇。

王洁表示， 由于迟迟没有出台具体的产
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缺乏统一监管，各医疗
机构都是自己开展此项工作， 且以营利为目
的。 海南这方面的专家比较少，队伍不健全。
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也不能很好地为孕妇
进行指导，所以二级预防全面滞后。

“政府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这样的投
入再高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健康更
重要，孩子有美好的未来，家庭才有盼头，社会
才更美好。 ”陈春雨表示，妇女怀孕后，政府最
好能免费或象征性收费对孕妇进行优生筛查，
杜绝一些先天性缺陷儿出生，减轻家庭和社会
的负担。

5月起产前诊断将有规可循

实施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重要性已引
起了我省卫生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记者采访
中了解到， 省卫生厅于今年 3 月份已下发了
《海南省产前诊断与产前筛查技术管理实施细

则》， 对我省施行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作了具
体要求，实施细则将于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

即将施行的 《海南省产前诊断与产前筛
查技术管理实施细则》规定，产前诊断，是指
对胎儿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诊断，
包括相应筛查。

产前诊断技术项目包括：遗传咨询、医学
影像、生化免疫、细胞遗传和分子遗传等技术
服务。 产前筛查技术项目包括：孕妇外周血生
化免疫筛查、胎儿体表及重要脏器的超声筛查
和相关的产前咨询。凡发现孕妇有羊水过多或
者过少的；胎儿发育异常或者胎儿有可疑畸形
的；孕早期时接触过可能导致胎儿先天缺陷的
物质的；有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曾经分娩过先天
性严重缺陷婴儿的；有 2 次以上不明原因的流
产、死胎或新生儿死亡的；初产妇年龄超过 35
周岁的。 有这六种情形之一者，应书面建议孕
妇进行产前诊断，并提供经许可开展产前诊断
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的有关信息。

与此同时，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和追踪
观察制度。技术档案内容包括：产前诊断、产前
筛查检查申请报告及其检查结果； 产前诊断、
产前筛查检查知情同意书； 产前诊断转诊书、
胎儿诊断结果；与产前诊断检查相关的其他病
历资料。 信息档案资料要保存 50年。

对经筛查发现或可疑胎儿异常的，经治医
师应书面告知孕妇需要进行产前诊断。对同意
产前诊断者， 应按有关规定做进一步检查；对
拒绝进行产前诊断检查而选择继续妊娠的，必
须书面告知继续妊娠可能出现的结果，并进行
追踪监测，记录胎儿及新生儿的结局。

经诊断， 发现胎儿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
或有严重缺陷这两种情形之一，经治医师应当
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
建议。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应当经本人同意，并
签署意见。 本人无行为能力的，应当经其监护
人同意，并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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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 海口， 一位父亲带着出生缺陷
宝宝做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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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更少管理更滞后
法规空白免费条件苛刻

第 道防线2

·婚前检查

·产前筛查和诊断

·新生儿筛查

·百姓优生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