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支招预防高尿酸

陈开宁介绍，人类生活
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是高
尿酸血症患者增多的重要原
因。因此，当高尿酸血症出
现后，接受正规的治疗是很
有必要的。“药物治疗是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生活
方式。

陈开宁特别提出了一些
预防措施：

1.食用低嘌呤、低热量及
碱性食物；严格戒饮各种酒
类；每日饮水2000毫升以上；
坚持运动，控制体重。陈开
宁，患者无需过度严格实施低
嘌呤饮食，长期过度低嘌呤饮
食将导致营养缺乏。

2.在痛风急性发作期，
应每 1 至 2 周就诊 1 次，尽早
控制痛风性关节炎发作，预
防再次发作。在间歇期要定
时检查体重、血压；向医生汇
报饮食、运动、用药及症状等
情况；每 1 至 3 个月化验 1 次
血尿酸、尿常规（蛋白、PH
值、沉渣）、血脂、肾功能、肝
功能、血常规、血糖等，一年
做 2 至 3 次泌尿系超声等检
查。

“我最担心的是孩子。”阿斌说，
儿子目前已休学一年，经过规范治
疗效果良好，但孩子的未来成了他
的心病。更令他忧心的是，患病
后，儿子慢慢变得沉默寡言。

对于结核病患者的境况，周云
深有体会，“这些患者不仅要承受
经济负担，心理上也有很大压力，
尤其是中青年人”。周云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大部分结核病患者

工作不稳定，一旦得病，便失去了
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减轻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的医疗负担，省
卫健委（时省卫计委）、省民政厅、省
财政厅于2014年9月联合制定下
发了《海南省提高农村居民耐多药
肺结核医疗保障水平实施方案》，将
耐多药肺结核的治疗纳入新农合重
大疾病保障和民政救助范围，治疗

费用分为住院15000元/例次和门
诊1500元/例/月，报销比例为新农
合70％，民政救助30％。指定省结
核病医院为全省耐多药肺结核规范
化治疗的定点诊治医院。

2015年起，我省将普通结核
病纳入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
保障报销范围，其中城镇职工门诊
报销比例 90%，住院报销比例
80%；城镇居民门诊报销比例

90%，住院报销比例70%，大大减
轻了结核病患者医疗负担。

周云认为，除了减轻结核病患
者的经济负担，如何让他们康复后
回归社会是难点。很多患者一旦
得了结核病，难以继续从事原工
作，而转行则需要学习新技能，在
这方面他们缺少帮助。这需要相
关部门共同协作，织牢结核病患者
的社会保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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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结核病实验室检测能力再上新台阶

结核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 本报记者 侯赛

结核病防治知识点

1.肺结核最常见症状是咳
嗽、咳痰或痰中带血。部分患者
会出现痰中带血，或出现午后低
热（一般不超过 38℃）、盗汗、胸
痛、食欲不振、疲乏和消瘦等症
状。若出现以上症状，最好及时
确诊及时治疗。

2.结核杆菌通常通过呼吸道
传染，以飞沫传染为最主要的方
式，咳嗽、打喷嚏是肺结核患者
产生飞沫的主要方式。

3.如果怀疑得了肺结核，要
及时就诊，只要规范治疗肺结核，
绝大多数病人是可以被治愈的。

得了肺结核，一定要按医生
要求规范治疗。如果不规范用
药或者自行停药就很可能会产
生耐药，成为耐药结核，和普通
肺结核相比，耐药肺结核治疗周
期长（耐药肺结核治疗全程为
18-36 个月）、治疗难度大、治疗
费用高，还有可能把其他人也传
染成耐药肺结核，而严重的耐药
甚至会导致死亡。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冯琼

高尿酸被医学界公认为除高血
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外的“第四高”。
据了解，我国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病
率逐年上升，年轻化趋势愈加显现。
那么尿酸高有什么症状？痛风又是如
何引起的呢？就此，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了海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专家陈
开宁。

痛风是由于嘌呤代谢紊乱，导致
血尿酸水平增高，或尿酸排泄减少而
导致尿酸盐在组织中沉积的疾病，属
于晶体性关节病。陈开宁表示，痛风
发病的前提条件就是体内存在高尿酸
血症，当血尿酸水平超过一定程度，就
会在关节、组织中沉积结晶引起痛风
症状。

“嘌呤、尿酸和痛风这三个词，我
们大家经常听到，嘌呤在人体内代谢
产生尿酸，尿酸聚集多诱发痛风，它们
之间是递进的关系。”陈开宁建议，预
防痛风，最重要的是预防嘌呤的摄入，
控制住体重。

“很多市民都知道痛风危害关
节，甚至致残。其实尿酸高还会变
成一个潜伏在肾脏的‘杀手’，引起
不同程度的肾损害甚至尿毒症。”陈
开宁提醒，因为高尿酸血症而引发
各类肾病的情况在临床上越来越
多，如果在体检中发现尿酸超标千
万别听之任之，要改变生活和饮食
方式，并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及
早治疗。

陈开宁介绍，尿酸是人体内嘌呤
核苷酸的分解代谢产物，每天代谢产
生的尿酸主要从肾脏排出体外。过
量的尿酸形成结晶，如果沉积在关节，
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沉积在肾脏，则
会引起一系列危害肾脏的疾病。

“最常见的是尿酸性肾结石，患
者常常因为感染而出现疼痛和血尿，
而此类患者通常也伴有痛风。”陈开
宁说，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酸背痛、血
尿或蛋白尿，通过肾穿刺检查一般能
及早发现病情。但最可怕的是有相
当一部分患者是没有症状的，直到出
现尿毒症甚至肾衰竭时才发现。

陈开宁建议，人到中年，肾功能会
走下坡路，最好每年做一次尿液检查，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全锦子

奶类是婴儿的主食，但随着宝
宝日渐成长，在母乳不能满足宝宝
全部营养需求的情况下，就要给宝
宝添加辅食了。添加辅食不但能
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促进消化系
统的发育，还是宝宝断奶过渡的关
键。

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
养学专家徐超表示，每个宝宝的发
育程度各不相同，每个家庭的饮食
习惯也各有差异，因此添加辅食的
过程不尽相同，但是总有一些需要
遵循的大原则。

受传统育儿经验的影响，有人
会在宝宝才一两个月大时，就给宝
宝添加米糊之类的辅食。徐超指
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对的。宝
宝此时的消化系统还不够完善，此
时添加辅食容易导致宝宝消化道
黏膜损伤。

徐超说，如果是纯母乳喂养、
生长发育情况良好的孩子4个月
就要添加辅食了，而非母乳喂养或
者混合喂养的婴儿则应在6个月添
加辅食。婴儿辅食添加顺序应为
谷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

徐超解释说，家长应该在孩子
4—6个月添加谷类辅食，家长可以
选择米粉、泥糊状食品等等；然后
添加蔬菜，最早为根茎类蔬菜、瓜

类，再慢慢增加到其他蔬菜，然后
到水果；到孩子7—8个月时，就可
以添加鱼类和肉类了；到9—11个
月再添加蛋类。

徐超说，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阶
段是孩子一生口味形成的阶段。
如果能从这个时期开始尝试各种
食物，均衡饮食，他将来对味道的
适应性就强，更不容易偏食挑食。

徐超认为，辅食添加初期，每
次只给宝宝添加一种新的食物，待
宝宝完全适应这种食物3至7天之
后，再开始引入另一种新的食物。
经历了辅食添加早期之后，宝宝完
全适应的食物种类越来越多，把几
种已经完全适应的食物混合吃相
对更有优势。

徐超提醒，“在添加辅食时，总
的原则是添加食物的量由少到多，
由稀到稠，由一种到多种。这样，
孩子将来偏食的几率就降低了。

尿酸“蹭蹭”涨 痛风还伤肾

3月24日是第24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获悉，结核病是长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慢性传染病，2015年我国估算
新发结核病人91.8万人，因结核病死亡人数3.5万人，估算耐多药结核病人5.8万
人，我国结核病的发病人数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全球排第三位。

“是我连累了孩子！”3月21日
上午，坐在海南省结核病医院病床
上的阿斌低着头，咬着嘴唇，脸上
写满了悔恨。

两年前，家住儋州的阿斌应聘
到海口一家知名企业工作，不料却
在入职体检中被发现疑似结核病，
被要求到定点医院确诊。接过检
查结果的阿斌如坠云雾，他反复问
医生：“我身体挺好啊，怎么会得这
个病？

虽然医护人员反复催促其尽
快到定点医院治疗，但他并未放在
心上，“不工作就没收入，一家老小
都指望着我，再加上当时症状也不
明显，就是偶尔头晕咳嗽”。

就这样，阿斌一直拖了3个多
月才去医院，“因为开始咯血
了。”最终，阿斌被确诊为耐多药结
核病，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不
到18岁的儿子在筛查中也被发现
患上了耐多药结核病。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感
染科主任周云接受采访时表示，在
结核门诊看病的时候，经常会有患
者无法相信自己患上结核病。“相
关研究表明，一个传染性肺结核病
人能使10-15人感染结核菌，需要
指出的是，并非所有接触结核菌的
人都会发病。”

据了解，结核病是呼吸道传染
疾病，肺结核病人咳嗽、说话、打喷
嚏都会把结核菌播散到空气中，特

别是某些肺结核病人的痰液中含
有菌量非常高，如果到处吐痰，很
容易传播给健康人。所以，和肺结
核患者共同生活、工作、学习的人
群，一定要到医院检查排除。

“在近些年的临床实践中，家庭
聚集性病例仍偶有发生。”周云表
示，事实上，在有效的药物治疗下，
细菌学阳性的肺结核患者在较短时
间内便可失去传染性，耐药患者经
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治疗亦可如此。

据了解，结核病已成为突出的
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结
核病患者发现率依然比较低。”
周云说，按照 1名结核病患者一
年传播10-15例估算，结核病近
期传播不仅会导致大量的新患
者，而且会产生相当数量的潜伏
感染者，进一步增加未来结核病
的发病基数。

结核病易传播，意味着防控重
点是主动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但如何才能及时有效发现患
者？

周云认为，首先要提高公众知
晓率，一旦出现结核病可疑症状要
主动就诊；其次是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诊断水平，避免漏诊误
诊；此外，结核病防控机构需主动
出击，从主动筛查高疫情地区和重

点人群做起。
周云表示，目前结核病防控重

点人群包括菌阳肺结核病患者的密
切接触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65
岁以上老年人、有结核病病史者、糖
尿病患者等。

据了解，为提高结核病防控能
力，我省积极推行结核病分级诊疗
和三位一体综合防治服务模式，并
着力加强全省结核病实验室检测

网络建设。
目前我省已建成了省疾控中

心、省结核病医院、海口市结防
所、三亚市疾控中心四个负压生
物安全二级结核病实验室，16个
市县建成了普通生物安全二级结
核病实验室。我省各市县均能开
展痰涂片、培养和分子生物学检
测，结核病实验室检测能力再上
新台阶。

辅食添加有技巧
宝宝越吃越健康

结核病易传播

需及时发现传染源

助结核病患者回归社会

“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

让癌症患者有爱无痛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刘金）3月27

日，由海南省抗癌协会发起成立的海南省“蔚蓝
丝带”关爱癌痛患者专家协作组（以下简称专家
协作组）正式启动。未来，专家协作组将统筹

“蔚蓝丝带”公益项目在我省的落地执行，通过
专业培训和科普宣传等，提升医务人员的癌痛
规范化治疗水平，提高公众对于癌痛的认识与
理解。

癌痛，作为肿瘤患者最常见的伴随性疾
病，贯穿于肿瘤的各个时期。疼痛不仅会影响
癌症患者的体质，降低他们的身体机能和对肿
瘤治疗的耐受力，还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精神
负担。

海南省抗癌协会理事长周卫平介绍，阻碍
及时、合理治疗癌痛的原因不完全是经济条件，
很多时候是出于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恐惧感，
这些错误观念必须加以破除，所以解除患者和
家属的思想顾虑、加强科普知识极为重要。

据统计，高达61%的癌痛患者未能得到足
够的止痛治疗。海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
任医师王琳表示，为癌痛患者提供及时、规范、
有效的疼痛管理，不仅要靠完善的制度，还需
要有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支
持和重视。

海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姑息与康复治疗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肿
瘤内科主任林海锋表示，专家协助组将指导全
省癌痛医学专业教育、科普宣传、患者宣教。同
时创建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医院、“蔚蓝丝带”
直通车、创建“蔚蓝丝带”疼痛学院等，通过“蔚
蓝丝带”GPM最强音比赛、“蔚蓝丝带”天使行
动等多渠道、多平台，从医护专业培训、患者及
家属教育、社会科普宣教、志愿者帮扶多个方
面，深入各级医院，尤其是基层社区医院普及癌
痛规范化知识，提高全社会对癌痛以及癌痛患
者的重视，提升癌痛规范化诊疗的总体水平。

新闻链接

“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公益项目启动
于 2016 年 4 月，成立迄今 3 周年。项目一直致
力于强化癌痛全程管理模式，开展癌痛医学人
文关怀。

幽门螺杆菌有了
优化根除疗法

对付幽门螺杆菌，用两种药物就能达到以
前用4种药物的疗效，你会采用哪一种呢？陆
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副主
任兰春慧带领团队研究了优化二联疗法根除
幽门螺杆菌组方，首次证明与铋剂四联疗法
相当。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胃肠病杂
志》上。

幽门螺杆菌是目前所知能够在人胃中生存
的主要微生物，1994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列入一类致癌物清单。目前，我国
有约50%以上的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
杆菌人群罹患胃癌的风险极高，而治疗幽门螺
杆菌是预防胃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传统治疗幽门螺杆菌采用铋剂四联疗法，
但由于四联疗法使用药物种类多、服用方法较
复杂、副反应也较多，影响医患合作。为寻找一
种更简化的组方，兰春慧团队对二联疗法展开
了深入研究。

兰春慧团队以232名幽门螺杆菌临床患者
为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试验组为优
化二联疗法，即艾司奥美拉唑钠肠溶片、阿莫西
林两种药物；对照组为铋剂四联疗法，即艾司奥
美拉唑钠肠溶片、枸橼酸铋钾、阿莫西林、克拉
霉素4种药物。用13C尿素呼气试验评估幽门
螺杆菌根除率，琼脂稀释法判断幽门螺杆菌对
抗生素的耐药。

实验结果表明，两组的根除率没有显著差
异，优化二联疗法在幽门螺杆菌初治患者中的
疗效等同于铋剂四联疗法，且副反应更小，成本
更低。兰春慧介绍，该临床研究也证实优化的
二联疗法不受人体CYP2C19基因多态性和抗
生素耐药的影响，因此，可推荐优化二联方案用
于一线经验性治疗。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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