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新华视点

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儿科医生
杨文青说，有些矮小症合并了一些
基础性疾病，基础性疾病治好后，可
能出现追赶性生长。如果只是偏矮
并且没有生长激素缺乏的情况，完
全不需要注射生长激素。

张一宁等建议，要规范生长激
素的使用。卫生主管部门应加强对
医生的培训和监管，医生要严格遵
守相关儿童诊治指南，谨防临床上
生长激素滥用、超范围使用。对于
受利益驱动诱导孩子注射生长激素
的违规行为，卫生、药监、公安等部
门应该形成合力，严厉查处。

业内专家指出，用生长激素治
疗的青少年儿童，应定期在儿科内
分泌门诊监测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医生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指
标、不良反应等进行监测。

“开设儿童内分泌科专科的医
院寥寥无几，我们科室也是新成立
不久的，目前人员也不够。在基层，

专业儿童内分泌医生就更加缺乏，
很难做到对这些孩子进行定期监
测，难以保证孩子的注射安全。”一
家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主任说。

业内专家说，对于身材矮小的
儿童，必须进行儿童骨龄、生长激素
分泌水平等检查，还需要排除各种
疾病，方可决定是否适合使用生长
激素治疗。对确实患有矮小症的儿
童，生长激素是目前认为的最有效
的治疗方式。在最佳的治疗时机通
过药物来干预，会一定程度上促进
孩子生长，但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
机构。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
遗传与内分泌代谢科主任程昕然建
议，家长需要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
明白生长激素并不是想打就能打，真
正有需要的人群，必须经过相关检查
由专业医生开具处方后才能用药。

（据新华社长沙电 记者帅才
黄筱 董小红）

身高焦虑就打“增高针”？
“孩子身高低于同龄人，请问可以打增高针吗？”“我儿子想长到一米八，医生给开点增高

针呗！”……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到医院咨询，想给孩子注射“增高针”。
近年来，医学上主要用于矮小症的“增高针”治疗悄然兴起。“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所

谓“增高针”其实就是注射生长激素。专家认为，生长激素有被滥用的苗头，可能带给使用者
内分泌紊乱、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等健康风险。

“人手再多都没有需求大，家长
对孩子的身高太焦虑了。”武汉协和
医院儿童内分泌科的林鸣医生告诉
记者，他周一到周五每天接诊 50
人，周日要接诊70到80人，仅周六
休息。现在正值暑假，每天的接诊
量还要更大些。

林鸣说，在这些前来求医的人
当中，有半数的家长都是来询问孩
子身高问题，以及是否需要使用生
长激素来帮助长高。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个头不高，
就想打增高针、用增高产品。”湖南
省人民医院小儿内分泌科医生徐
璇介绍，儿童生长激素的全称是基
因重组人生长激素，这种生长激素

只能用于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症、特
发性矮身材等，不能擅自扩大治疗
范畴。

记者发现，一些民营医院打出
“身高70%靠遗传、30%靠后天，定
制身高不是梦”之类的广告语。

近年来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
生长激素的使用量越来越大。国内
一家生长激素龙头企业年收入连年
增长。2016年至2020年的5年间，
其年收入增长了4倍多，收入90%
以上都来自生长激素相关产品。

林鸣说，实际上，真正需要生长
激素治疗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绝大多数的孩子只需要进行常规的
饮食、运动、睡眠指导，并不需要使

用生长激素。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

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张一宁说：
“药物是用来治疗疾病的。不是说
我觉得矮、想长到多高，就打点生长
激素，这是非常荒谬的行为。”

张一宁说：“目前过度检查和不
规范检查的现象非常普遍。有家长
到门诊来，一定要给孩子做生长激
素化验，我说不用做还被骂。这个
检测是用药物激发进行试验，要抽
血5次，有很多外在因素影响当时
激素的激发水平，需要综合判断。
有些医院用不规范的手法做检查，
检查结果拿到之后就开始给孩子使
用增高针，很不负责任。”

“家长对孩子的身高太焦虑了”，有生长激素企业5年收入增长逾4倍

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黄轲接诊
了一位病急乱投医的妈妈王女士。
王女士担心儿子身高偏矮，陆陆续
续在各种“身高促进门诊”就诊，一
年下来花了48万元，结果儿子只长
高了1厘米。

“儿童生长激素超范围使用已
成潜规则，临床上存在疾病诊断不
规范、随意扩大生长激素应用范围、
过度治疗等问题，带来严重健康隐
患。”一位儿科医生忧心地说。

家长不必要的身高焦虑容易被
非正规医疗机构利用并放大。业内

人士表示，一些医药代表利用家长为
孩子增高的迫切心理，把生长激素吹
捧成“增高神药”，其实生长激素分泌
正常的儿童是不能注射生长激素的，
不然会导致内分泌系统紊乱等问题。

有医生介绍，有些孩子在注射
生长激素后，甲状腺功能会出现暂
时性减低的情况，会有疲劳、乏力、
虚胖等症状。有些孩子在注射生长
激素后会出现血糖高的问题，需要
定期监测，避免发生糖尿病的风
险。还有的孩子注射生长激素后会
引起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现象。

记者查询相关文献资料发现，

目前与生长激素治疗相关的不良反
应有良性颅高压、糖代谢的影响、甲
状腺功能低下、色素痣、手脚变大、
局部红肿及皮疹、中耳炎等。

据业内专家介绍，给孩子注射生
长激素治疗，因制剂不同、体重和敏感
性不同，每月费用在3000元至15000
元之间，往往需要注射2至5年。

由于推广“增高针”能获取暴利，
一些医药代表用高额回扣来引诱儿
科医生滥开处方。一些生长激素药
厂邀请儿科医生参加培训，而所谓的
培训就是让医生给孩子多开生长激
素，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成。

“花48万元孩子长高1厘米”，打“增高针”存健康风险

规范生长激素使用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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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开始，我国便针对电子
烟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包括禁
止网上销售电子烟等，2019年电子烟
更是遭遇“全网下架”。记者在多个电

商平台以“电子烟”“烟弹”为关键词搜
索，发现已无相关结果。但是一些个人
微信卖家仍然在网上进行电子烟交易。

记者与一名售卖电子烟的微信卖

家取得联系，发现在实际交易中，卖家
并没有询问记者年龄，也未要求记者
提供身份证明。在该卖家的朋友圈
中，常会出现“美女专属”等宣传语，并

配有年轻靓丽的女性吸电子烟的短视
频。记者在线下门店走访也发现，大
部分门店都有线上销售渠道，通过添
加店铺微信就可以进行线上交易。

市场上部分电子烟裹着“绚烂外衣”向未成年人群体渗透……

电子烟侵害未成年人健康还在继续
“走进各大商场，总

能看到几家电子烟专卖
店”“不少年轻人脖子上
挂着五颜六色的电子烟，
时不时就吸上一口”……
近年来，电子烟作为一种
新兴的烟草消费品，尤其
是一些电子烟标榜潮流
与“健康”，在年轻人中快
速走红。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
虽然国家已明文规定各
类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
年人出售电子烟，但部分
裹着“绚烂外衣”的电子
烟依旧在向未成年人群
体渗透，一些潜藏的风险
也值得警惕。

记者在天津、沈阳等地暗访发现，
虽然几乎所有的电子烟商铺售卖柜台
上都贴有“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
烟”的标识，但不同店铺对未成年人购
买电子烟的管理并不一致，大多数较
为松散。

“日常交易中，我们不会强制要求
确认年龄。除了那种看起来明显很小
的消费者，我们不敢销售之外，其他的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名店铺销售
人员坦言。部分商家甚至会“好心”提
醒未成年消费者，可以找成年的朋友
代为购买。

品牌授权店
管理“松紧不一”

超市便利店“暗藏玄机”

除常见的电子烟品牌店外，一些
开在校园周边的小超市也暗藏风
险。记者调研发现，一些超市的柜台
处有各种品牌的一次性电子烟出售，

品名标注为“雾化棒”“雾化器”等。
与市面上常见的可通过替换烟弹重
复使用的电子烟不同，一次性电子烟
包装简单，价格在三四十元不等，有

多种颜色和口味，有的电子烟的烟杆
上还有花纹和图案，十分新潮好看。

一名在校园附近销售一次性电子
烟的店员告诉记者，会有穿着中学校

服的学生前来购买电子烟，一些警惕
性高的中学生还会把校服外套脱掉后
再进店购买。“他们应该不是有烟瘾，
就是买来抽着玩。”这名店员说。

网络销售渠道“屡禁难绝”

今年7月，世卫组织发布了《2021
年全球烟草流行情况报告》，指出尼古
丁极易上瘾，对大脑发育有害，因此必
须“更好地管制”电子烟，尤其要关注
20岁以下吸电子烟人群。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已采取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电子
烟，禁止电子烟的广告和推广，要求在

电子烟包装上标注健康警示。近年
来，我国对电子烟的管控也在不断升
级。今年7月，为禁止向未成年人销
售电子烟，四川开出首张罚单；近日，
江西也开出首张电子烟广告罚单。

但电子烟对于未成年人健康的侵
害还在继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的2019年中国中学生烟草调查

结果显示，2019年初中学生听说过电
子烟的比例为69.9%，电子烟使用率
为2.7%，与2014年相比，分别上升了
24.9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

天津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
专业委员会主任付佳说：“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

任、教唆未成年人吸烟，其中包含电
子烟。同时，烟、酒和彩票经营者应
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
售烟、酒或者彩票的标志；对难以判
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
示身份证件。”

（据新华社天津电 记者白佳丽
梁姊）

监护人、经营者“联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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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警方：

对“阿里女员工被侵害”警情
正积极调查取证

新华社济南8月8日电（记者王志）针对引
发网络热议的阿里巴巴一名女员工在济南出差期
间“被侵害”事件，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8日
表示，正对警情进行积极调查取证。警方调查侦
办结果，将及时向社会通报。

关于济南华联超市员工涉嫌侵害他人一事，
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8日回应，就该事件华联
超市会全力配合警方工作，涉嫌员工现已停职正
在接受警方调查。华联超市对于任何违法犯罪行
为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目前已成立专门调查
组对事件进行调查，也将密切关注警方调查进展
和结果。

电诈、贩毒连窝端！

辽宁警方打掉连环犯罪团伙
新华社沈阳8月8日电（记者李铮 李恒）既

贩毒吸毒，又倒卖信用卡帮助境外电诈集团违法
犯罪。近日，辽宁警方从一条电诈案件线索入手，
破获了多起贩卖毒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交
织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

鞍山市公安局铁西分局今年6月在工作中发
现，41岁的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犯罪嫌疑
人陈某具有吸毒前科，并与多名具有吸毒前科人员
频繁接触，铁西分局立即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专案组经缜密侦查，将藏匿于鞍山市千山区
某饭店院内的陈某等8名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抓获后，继续对多名有吸毒前科的犯罪嫌疑
人进行调查，并从嫌疑人的资金账户入手，掌握了
以刘某、李某、高某为首的三条贩毒链。在掌握了
贩毒团伙作案规律后，专案组顺藤摸瓜，经过数个
日夜的持续作战，先后将其余7名嫌疑人抓获。

目前，陈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被
外省公安机关带回依法处理，8名涉嫌贩毒的犯
罪嫌疑人及3名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犯
罪嫌疑人被铁西分局依法刑事拘留，3名涉嫌吸
食毒品的违法行为人被铁西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新华社发

一家体验店内的电子烟。新华社发

这是8月7日拍摄的合肥市瑶海区长江180
艺术街区夜景（无人机照片）。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江180艺术街区所在
地原是一片工业厂房，为有效利用老工业厂房，保
留工业文化特色，当地在旧厂房改造升级过程中
注入创意设计元素，将其打造成为集艺术设计、公
共阅读、体育健身、餐饮消费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创
艺术街区，并增设了“夜经济”主题游览休闲项目，
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新华社发

合肥：老厂房打造起“夜经济”

“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
落户中国科技馆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汪涌 张元世男）
在第13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青少年冬奥教
育基地”8日正式落户中国科技馆，面向青少年开
展冬奥教育活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

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庞晓东介绍，作为我国唯
一的国家级科技馆，中国科技馆充分依托现代科
技馆体系建立并推广普及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
术创新平台，构建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数字
科技馆，基层社区科普“四位一体”的平台体系；针
对公众不同认知水平或不同地域范围，开发冬季
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的科普资源，激发公众尤其
是青少年对冰雪运动的兴趣；探索建立国家、地
方、基层社区不同层次的冰雪运动推广示范的思
路与模式；结合创新技术，构建冬季体育运动知识
与技术推广普及创新平台，借助传播媒介加大冰
雪运动文化推广力度。

这是8月8日拍摄的沙河市泰华中学改造完
成的操场。

今年暑假，河北省沙河市对40所中小学的
“土操场”进行硬化改造，并为操场增加篮球架、足
球门、单双杠等体育器材，重点加大对农村和山区
学校操场的改造力度。据了解，此次操场改造施
工计划在秋季开学前完工，学生们开学后将会在
崭新的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

新华社发（田晓丽 摄）

河北沙河：

硬化改造“土操场”改善学校环境

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