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2日，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7楼儿外科病房中，7个多月的女孩
恬恬(化名）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苏莹
莹（化名）的怀中，一双水灵灵的大眼
睛好奇地四处张望，不时露出甜甜的
笑容。“今天我们出院啦，准备回家团
聚过中秋节。”苏莹莹开心地说。

恬恬是名先心病患儿，受益于三
亚市启动该地区0岁至6岁儿童先
天性心脏病（以下简称先心病）免费
筛查和诊治项目，她重获健康。

据悉，截至目前，该项目已为17
名三亚市常住户口的先心病患儿成
功实施手术，其中年龄最小的14天，
最大的7岁。预计到今年年底，手术
人次可达50例。

部分先心病患儿得不
到及时治疗

据了解，先心病是指在胚胎发育
期，心脏及大血管发育异常而引起的
解剖结构异常，同时包括出生后应自
动关闭的通道未能闭合（在胎儿属正
常）的情形。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先心病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出生缺
陷疾病，是导致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
因之一。

“如果不及时诊治，随着患儿的
生长，先心病的存在会给心肺功能甚

至其他重要脏器功能带来
严重损害。只要及早手
术，绝大部分先心病
孩子都能和正常孩
子 一 样 健 康 成
长。”小儿心胸外
科专家、三亚妇
幼保健院常务副
院长陆兆辉说，
先心病早发现，早
治疗，已经是业内
普遍的共识。

然而，由于缺乏正
确的认识、经济条件限制等
诸多原因，还是有相当一部分
先心病患儿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先心病患儿媛媛今年4岁了，在
她出生后不久被确诊为室间隔缺损，
但今年8月底才进行手术治疗。“当
时医生告诉我们，要尽早治疗，对孩
子恢复有好处，但我们家庭经济困
难，无法支付这笔费用，就一直耽误
着。随着媛媛长大，气促、喂养困难、
乏力、肺部感染等症状越来越严重。”
媛媛的母亲说。

筛查、诊治实现全免费

恬恬在2个多月时被诊断为肺动
脉狭窄、房间隔缺损，出现气促、多

汗、喂养困难、
体重不增、反复肺
部感染等症状。“如
果孩子要进行手术
治疗，医生说需要近
10万元治疗费，这对
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巨大
的费用，我们负担不起。”苏莹莹说。

2019年，海南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新生儿先心病筛查工作，将新生儿

先心病筛查项目经费纳
入公共卫生服务专
项，出生 6 小时至
72小时的新生儿
可免费进行先心
病筛查。

基于和上
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形成
了合作共建的帮

扶关系，三亚市妇幼
保健院在硬件和技术

上都有了提升和保障。三
亚提前在2018年下半年启动

了该地区0岁至6岁儿童先心病免
费筛查和诊治项目，并且在2019年
设置了专项民生救助基金。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三亚地区
0岁至6岁儿童先心病筛查和诊治过
程中产生的费用，由医保和民生专项
基金100%兜底，真正实现不花一分
钱就能治疗先心病，解决了患者家庭
的后顾之忧。

8月22日，恬恬在三亚市妇幼保
健院办理了住院手续；8月24日，恬
恬接受肺动脉瓣切开术和房间隔缺
损修补术；9月12日，恬恬恢复状况
良好出院，22 天时间她重获“心”
生。据了解，恬恬的医疗费用约8万

元，除去由医保支付的部分外，剩余
部分全部由民生项目专项基金予以
报销。

建立筛查、诊断、治
疗、随访完善体系

采访当天，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PICU病房中，海南日报记者见到先
心病患儿胡源（化名）和蔡欣（化
名）。“这是第三批进行手术的先心病
患儿中情况较为特殊的两位，病情相
对比较复杂，在医务人员精心呵护
下，他们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下来，
不久就能转进普通病房。”该院儿科
学术带头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援建
专家钱娟说。海南日报记者发稿前
了解到，胡源已于9月14日顺利转
入普通病房。

“整体而言，在三亚地区，我们已
经建立起先心病从筛查到诊断，再到
治疗和随访的完善体系。”陆兆辉说，
依托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优质的医疗资
源，三亚市妇幼保健院陆续开展了小
儿先心病超声诊断、重症监护、麻醉管
理、手术指导等相关培训，在持续不断
引入上海优秀专家团队的同时，着力
培养组建本地的医疗团队，让海南地
区的先心病患儿不用出岛就能享受到
具有上海品质的医疗服务。

入秋螃蟹肥
孕妇到底能不能吃？
■ 本报记者 马珂

入秋，正是螃蟹上市的季节。而对很多孕妇来
说，这时只有看着嘴馋的份。在民间有一种流传已
久的说法，螃蟹性寒，吃螃蟹容易导致孕妇流产。
到底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就此，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了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中医妇科主任赵锐。

对于吃螃蟹会导致孕妇流产的说法，赵锐表
示：“医学上并没有孕妇不能食用螃蟹的说法，更没
有说食用螃蟹会导致流产。”但赵锐也指出，由于螃
蟹本身的特性，部分人群食用时需注意。

赵锐介绍，对于螃蟹的药用，《本草纲目》中有
着为数不多的记载。《本草纲目》认为螃蟹壳有活血
化瘀的作用，而螃蟹的前爪壳则可以催产堕胎，“但
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去吃螃蟹的外壳，因此食用螃
蟹导致流产的说法不准确。”

但中医认为螃蟹属于性冷利的食物。赵锐介
绍，中医认为螃蟹是腥物，会助痰，因此，如果是伤
风感冒和咳嗽咳痰者，食用螃蟹可能容易延长伤
风、咳嗽等病程，影响身体的康复；而螃蟹属于寒
凉的食物，因脾胃虚弱导致长期大便稀的人，如果
多食螃蟹，容易造成脾胃阳气损伤，影响人体胃肠
消化吸收而加重病情；过敏体质的人吃了螃蟹后，
容易发生过敏反应，其体内所产生的大量组织胺
易引起胃肠等平滑肌痉挛或者导致血管性水肿，
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有的还会引起荨麻
疹或哮喘。此外，患有皮炎、湿疹、廯症、疮毒等皮
肤疾病的人也要慎食螃蟹，否则可能导致其病情
恶化。

赵锐还表示，有高血脂及动脉硬化的人群也需
少吃螃蟹，因为现代医学表明，蟹黄或蟹膏中富含
胆固醇。老人和幼儿也不宜多食螃蟹，因为老年人
的消化系统脏器老化，功能衰竭，消化吸收能力差，
因此食用螃蟹应该以品尝为主，吃的时候可以蘸姜
末醋汁，这样可以祛掉螃蟹的寒气。而幼儿的消化
器官发育还不全，不宜多食螃蟹。

“螃蟹还要避免和柿子一起食用，因为柿子中
的鞣酸会使螃蟹中的蛋白质变性，容易产生腹
痛、呕吐等症状。螃蟹也不要和泥鳅同食，因为泥
鳅性温补而螃蟹性冷利，两者功能相反。”赵锐提
醒道。

“另外，脾胃功能不好的孕妇，就建议其少吃或
不吃螃蟹，以免导致身体不适影响胎儿。”赵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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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眼科医院特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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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开展0岁至6岁儿童先心病免费筛查和诊治 17名患儿已接受手术治疗

重燃“心”希望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黄毅

老年人谨防心脑血管疾病

秋天是凉爽的、舒适的，但秋天
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尤其
是在气温剧烈变化时，更易促使心
脑血管疾病发作。天气转凉时，中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早晚
时间段要注意保暖，及时增减衣物；
重视饮食调养，膳食应以低脂、低盐
为主，多吃新鲜蔬果，增加维生素和
纤维素的摄取，预防便秘。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游咏提醒，老年人需注
意“小中风”先兆。秋季，中老年人
尤其要警惕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小中风）发展为中风。发生小中
风时，会出现语言不清、吞咽困难、
视物模糊、半身麻木或无力等症
状，这些症状大多是一过性的，多
在 24 小时内消失，因而常被忽
视。但需要注意的是，有1/3的小
中风可发展为中风，所以千万不能
掉以轻心，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
去医院就诊。

秋季温差大，该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郭照军指出，患有冠心病、高血
压、高血脂、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
以及长期疲劳、生活不规律的亚健
康人群，由于抵抗力较差，对环境的
适应能力明显偏弱，身体上容易产
生诸多不适。随着昼夜温差的加
大，人体血管也随之舒缩，造成血压
波动，进一步引起心脏不适，严重者
可出现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郭照

军提醒，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要坚持
检测血压，血压有问题要及时就医，
如果出现胸闷、头晕、走路不稳的情
况，那么就已经有了疾病征兆，要及
时就医，不要在家耽误了。同时，还
要注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注意饮
水。

儿童警惕肺炎支原体感染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
主任霍开明表示，肺炎支原体是小
儿肺炎常见及易感的一种病原体，
占小儿肺炎发生率的20%左右，高
发季节一般在秋冬季。

霍开明介绍，肺炎支原体是介
于细菌与病毒间的微生物，是急性
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引起气
管及支气管炎、喉炎、肺炎等。传染
源多为感染肺炎支原体的患者、病
原携带者，病原体经过感染者的呼
吸道分泌物中排出，主要通过飞沫
传播。人群对肺炎支原体普遍易
感，目前无疫苗可预防。

据介绍，肺炎支原体感染潜伏
期长, 约1-3周。临床表现轻重不
一, 发热、咳嗽是最常见的表现。
初期为干咳, 后期有黄色或白色黏
痰, 偶见痰中带血丝，部分患儿有
喘息症状，可导致支气管炎、肺炎。
肺炎支原体感染治疗疗程大约2-3
周, 疗程不足也可导致其迁延不愈
或复发，应及时就医并遵医嘱按疗
程治疗。

霍开明称，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是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等
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主要
措施包括：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勤
洗手；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在疾
病高发季节应尽量减少到人群密
集场所活动，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
患者；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
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
等遮住口鼻，咳嗽或打喷嚏后洗
手，尽量避免触摸眼睛、鼻或口；出
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居家休息，及
早就医。

警惕“秋天到鼻子闹”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耳鼻
喉科主任冯勇军介绍，秋天是过敏
性鼻炎的高发季节，空气比较干燥，
风力较大，再加上秋季是作物成熟
的季节，也是许多草本植物花粉的
传粉时节，使得过敏性鼻炎具备了
发病条件。

普通患者很容易弄混感冒和过
敏性鼻炎。但是，普通感冒一周左
右就会自愈，而过敏性鼻炎不会。
所以，如果有鼻塞、流鼻涕等症状超
过 7-10天还不好，就需要警惕。
春秋季节，天气变化大时，敏感体质
的人群易出现皮肤、呼吸道的不适，
医学上称作“气候变化过敏症”，主
要是由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引起。预
防过敏性鼻炎最重要的是尽量远离
过敏原。可通过过敏原检测，确定
过敏原。同时要加强锻炼、劳逸结
合。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主
题为“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世界
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
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
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洞、无疼痛
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
维护口腔健康是防控全身性疾病
的重要手段，防治全身性疾病有利
于促进口腔健康。坚持做到以下
六点可有效保护牙齿：

①每天至少要刷牙两次：晚上
睡前刷牙更重要，坚持做到早晚刷
牙，饭后漱口。刷牙能去除牙菌
斑、软垢和食物残渣，保持口腔卫
生，维护牙齿和牙周组织健康。

②使用含氟牙膏：含氟牙膏有
预防龋齿发生的功效。

③健康饮食：糖是引起龋齿发
生的危险因素之一，吃糖次数越

多，牙齿受损机会越大，应少吃糖，
且吃糖后要尽快刷牙漱口。

④定期进行口腔检查：每年至
少一次的口腔健康检查，能及时发
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根据情况
需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控制
口腔疾病的发展。

⑤怀孕前先治牙：女性在计划怀
孕前应主动接受口腔健康检查，及时
发现并处理口腔内的疾病或隐患，避
免在怀孕期间可能因为发生口腔急
症，而带来的治疗不便和风险。

⑥牙齿缺失及时修复：牙齿缺
失易发生咀嚼困难，对颌牙伸长、
邻牙倾斜等，前牙缺失还会导致发
音不准，面部形态发生变化，全口
牙丧失后咀嚼十分困难，面容明显
苍老，因此，不论缺多少颗牙，都应
及时进行治疗修复。

本期科普专家介绍：
陈彦婷 海南省眼科医院 主

治医师

揉眼会擦伤眼球，还可能引
起炎症

眼睛分为眼表和眼球内。有
异物进入眼睛的时候，大多异物位
于眼表，会立刻引起疼痛、流泪、睁
不开眼睛等症状。此时揉眼可能
会擦伤角膜，甚至会将异物嵌在角
膜内不易脱落，不仅加重角膜损
伤，还会将手上细菌带入眼内引起
炎症，严重者需摘除眼球。

普通异物的处理措施

当小沙粒、尘土等小颗粒异物
进入眼内时，一是可以低下头，张
大嘴，深吸气打出个哈欠，或用力咳
嗽，可使眼睛流泪，让异物顺着泪水
排出；二是及时用纯净水、生理盐水
进行冲洗，如果身边有眼药水，最好
通过眼药水冲洗眼睛，让异物随药
水排出，这样不仅能消炎、滋润眼
睛，同时也能帮助眼睛消毒；三是用
手提拉上眼皮，让异物随眼泪自行
流出来；若异物没有自行排出，并

感觉疼痛，可把眼皮翻过来找到异
物，用浸湿消毒过的棉棒轻轻地擦
掉异物；四是若眼睛异物实在取不
出来，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特殊异物的处理措施

危害：若让异物长时间留在眼
内摩擦眼球，眼睛出现流出热泪的
感觉，有些人会伴随头痛、头晕等
不适的症状。根据损伤程度不同，
视力下降的程度也不同，轻度损伤
只有轻微的视力下降，而严重损伤
可导致完全失明。

眼穿透伤：用清洁的纱布遮盖
伤眼并包扎，迅速送医院，同时应
尽量避免颠簸及低头动作，防止眼
内容物进一步脱出；若竹筷或铅笔
以及其他硬物扎入眼内，原则上不
应将其强行拉出，应立即送医。

化学物品：尽快到淋浴头或水池
边，用干净的温水冲洗眼睛；冲洗眼
睛满15分钟后，立刻到医院看急诊，
同时带上装化学品的瓶子或包装盒。

治疗方式：严重的眼内异物一般
应及早手术取出，以重建眼部结构及
恢复视功能，手术方法取决于异物大
小、位置、性质以及眼部并发症情况。

海南省出生缺陷防治
管理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马珂）9月12日，海南省出生缺
陷防治管理中心正式揭牌。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党委书记、海南省出生缺陷防治管理中心主任
顾硕介绍，这个中心将从三级预防角度出发，综合
提升我省出生缺陷防治服务能力。

据了解，海南省出生缺陷防治管理中心组建了
由30多位省内外出生缺陷防治专家组成的专家委
员会，涵盖孕产保健、产前筛查及诊断、新生儿疾
病筛查、小儿心胸外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
儿童血液科等近20种专业，指导我省出生缺陷防
治工作。

未来三年，中心将充分发挥省级业务指导龙头
作用，提高全省出生缺陷防治服务能力；健全省级
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基地、协同单位共同参与的
人才培训网络，逐步壮大出生缺陷防治人才队伍；
加大中心出生缺陷防治能力建设投入，推动生物样
本库、生物信息中心等基础研究机构，及地中海贫
血防治中心等救治中心的建设；构建出生缺陷科研
平台，鼓励出生缺陷防治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促
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临床转化；依托妇幼健康
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完善出生缺陷防治全程服务信
息，推动信息数据互联共享等。

海南省人民医院胃肠镜
检查实现网络自动预约

本报讯 (记者马珂 通讯员汤颖)近日，海南省
人民医院探索解决内镜诊疗中心“等候长、预约难”
等突出问题，提出要优化预约检查流程，实行互联
网预约模式，提供自助服务，创造舒适就诊环境，提
高就医满意度等要求。该院积极作出调整实现胃
肠镜检查网络自动预约，医生开出申请单后检查时
间便自动预约好（2小时内完成缴费，否则预约号作
废），无须排队。

该院第二住院大楼一楼设置“胃肠镜检查咨询
宣教处”，患者可进行检查前的咨询服务；若有特殊
情况不能在网络预约的时间来检查，可到“胃肠镜
检查咨询宣教处”改约时间，或者患者信息绑定医
院公众号后可自行在手机上调整检查时间，注意只
有一次调整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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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牙日
保护牙齿，做到这六条

眼内进异物，这样处理才正确

秋意渐浓“秋病”要防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谭莹

虽说海南的季节交替并不如北方明显，但细心的人也会发现立秋之后
早晚温差已悄然夹带了秋意。一些“秋病”也“如约而至”，陆续找上了门。

那么，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又该如何防治呢？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了省内有关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