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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连线

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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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南器官捐献事业处于上升
期。2021年，全国器官捐献人数为5272
例，百万人口捐献率为3.73，海南百万人

口捐献率为8.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微信搜索“施予受”公众号，仅需 10
秒即可快捷登记。或直接登录“施予受”
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http://www.
savelife.org.cn/），完成注册登记。

1人捐献6个器官，让7名患者重生

为生命“续约”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谭莹

●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以肾
移植和肝移植为主。从领域布局来看，
我国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
构主要可以开展肺移植、肝移植、肾移
植、小肠移植、心脏移植和胰腺移植。
具体来说，拥有肾移植和肝移植资质的
医疗机构在国内分布最广，机构数量分
别为 143 家和 109 家，占比分别为

31.43%和23.96%。除上述器官，还有小肠、角膜和皮肤等器
官以及组织可以移植。

牙齿覆合一般指上前牙覆盖下
前牙的垂直距离。正常的覆合是指
上切牙切缘盖在下切牙唇面的1/3
处，下切牙咬在上切牙舌面的1/3
处，覆盖超过这个距离则为深覆合。

牙齿深覆合的危害

咬合创伤：深覆合患者在行切
咬功能时，会增加前牙的磨耗。

牙周问题：深覆合患者下牙会
咬伤上前牙牙龈，长此以往，对牙周
带来危害。

颞下颌关节紊乱：很多深覆合
患者会出现关节疼痛，关节弹响的

症状。颞下颌关节刚开始可能只
是关节弹响，随着问题发展，可能
会出现张口困难和关节长时间疼
痛。

对面部美观影响：深覆合患者
导致下颌后缩，面下部变短，下巴后

缩。而且上牙会出现牙龈过多外
露，就是所谓的“露龈笑”。

牙齿深覆合怎么办

如果是在生长期的儿童，替牙
期或恒牙初期可以通过平面导板矫

治器，压低前牙，升高后牙，打开后
牙咬合。对于恒牙期，一开始就可
以用固定矫治器矫治然后配合前牙
区平面导板矫治。对于上下颌骨严
重不调的患者可以使用斜面导板，
肌激动器等功能矫治器引导下颌向
前生长。

如果是发育基本结束的青少年
或成年人，可以使用固定矫治器，
必要时可以运用支抗钉帮助治疗，
矫治深覆合。对于严重深覆合并
且咬伤牙龈的成年患者必要时可
以行正颌外科手术治疗。

（文/可）

什么是牙齿深覆合？

全国每年约有100万器官衰竭患者

其中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救命

获得器官移植机会的

全国每年仅有1万多人需求 现实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符王润 张毓容

新学期开始了，不少家长又陷入“身高焦
虑”。看着又排到了班级队伍最前面的孩子，
有的家长在暗自发愁：怎么总比别人家孩子
矮一截？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增高”产品让很
多家长心动不已。

商家所宣称的增高秘方是否靠谱？对家
长而言，应该如何判断自己孩子的身高是否
正常呢？哪些情况才需要医学手段干预？如
何采用科学的方式让孩子长高？海南日报记
者就此采访了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保
科主任黄燕。

这些“增高秘籍”靠谱吗？

“今天你给孩子喝了吗？秘制‘增高粉’
助力12~18岁青少年蹿个儿，哪里下功夫就
收获哪里，千万不要等骨骺线闭合了才想起，
灵丹妙药也徒劳……”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
不少互联网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宣传和
售卖“增高粉”产品。

这样的“增高粉”是不是都靠谱呢？8月
23日，一则“3000多元的‘增高粉’成本仅百
元，上海警方抓获60名涉诈骗人员”的新闻
引发关注，报道称经鉴定所谓的“增高粉”含
蛋白质和钙成分比豆腐干、蚕豆等日常食品
的含量还低。

黄燕表示，门诊中也时有遇到给孩子买
“增高粉”助长高的父母。他们所购买的“增
高粉”成分多为“补品”，想要依靠这些“补品”
促进长高并不现实。还有一些增高产品，虽
然打着安全的旗号，但产品中很多都含有激
素，短期内在激素刺激下确实可能有一丁点
帮助，但长远来看，可能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不
可逆的损伤。

此外，还有一些“长高秘籍”在家长间流
传着。有的家长按照网上流传的方法给孩子

“贴黄豆”——用两颗黄豆分别贴在大脚趾底
部，穿上鞋，像平常一样走路，据称可以刺激
脑垂体，增加生长激素的分泌。还有的让孩
子练“盘腿”，盘好后击打大腿，说是能“通经
络，促生长”。

“脚底贴黄豆，敲打大腿，这些方法只能
够刺激穴位，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与人
体长高没有多大关系。”黄燕提醒家长们切勿
盲目听信传言，理性对待孩子身高问题。

孩子矮不矮，到底咋判断？

在医学上，判断孩子是否矮小有明确的
标准。在相同的生活环境条件下，身高低于
同种族、同年龄、同性别正常健康儿童身高的
第3百分位数或低于2个标准差以下，称之为
矮小。简单理解，同性别同一个月出生的
100个孩子，按从矮到高排列，前3个孩子就
是矮小。

正常儿童在不同时期的生长速度不同。
黄燕介绍，一般来说，1岁平均增长20～25
厘米，2岁平均增长10～12厘米，3～4岁每
年增长7～8厘米，4岁到青春期以前每年增
长5～7厘米，青春期每年增长6～8厘米。

一些老人口中所说的“晚长”，的确也是
存在的。这主要是指青春期发育延迟的孩
子，到了青春期，同龄人身高陡增而自己因青
春期延迟，才会显得身材矮小。如果孩子骨
龄落后实际年龄2岁，且生长激素水平正常，
则可能为晚长或体质性青春期延迟；如果骨
龄与孩子年龄相匹配，则提示孩子不属于晚
长，具体情况需要通过拍摄X光片来评估。

科学助力孩子增高

引起身材矮小的原因有很多。黄燕介
绍，家族性矮小、出生身长体重低、全身性疾
病（包括营养不良、心肺疾病、慢性肝肾及胃
肠道疾病等）、内分泌疾病（如生长激素缺乏
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糖尿病、肾上腺疾病、
性早熟）及遗传代谢性疾病等都有可能引起
身材矮小。明确矮小的原因后，应针对性进
行治疗，包括治疗原发疾病、指导合理的营
养、运动、睡眠。

黄燕提醒，日常生活中，家长应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保证营养均衡
荤素搭配，摄入充足的蛋白质、微量元

素、维生素。
合理运动
跑步、跳绳、篮球、单杠、游泳等运动有益

于儿童生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和身
体条件选择适宜的运动方式。

保证充足的睡眠
建议睡眠时长：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

小时，高中生8小时。
黄燕提醒，父母也不必过分关注孩子的

身高成长，很多家长天天唠叨孩子长不高，这
种心理暗示反而会让孩子背负很大的心理压
力，导致精神紧张，影响生长发育。

新学期开启，家长陷入“身高焦虑”

解锁孩子长高密码

健康海南行动
医界观察

9月14日这一天，一位不幸离世的爱心捐献者，捐出了他的1个心脏、1个
肝脏、1个肺脏、2个肾脏、1个胰腺，一共6个器官。

这一天，有7位脏器功能衰竭的患者终于等到了与自身情况相匹配的器官。
这一天，在海口的一家医院，3台ECMO（体外膜肺氧合）同时运转，肝移

植科、肾移植科、肺移植科、心血管外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超声医学科、检
验科、输血科、病理科等多学科多部门，近200名医护人员通力配合，在18小
时内顺利完成1台心脏移植、2台肺移植、1台肝移植、1台肾移植和1台胰肾联
合移植，共6台大器官移植手术。

7位患者获得重生。

肺

终末期肺部疾病患者，
经过传统内科治疗无法治
愈，可考虑进行肺移植手术
来改善身体状况。

心脏

对于各种病因导致的
心脏衰竭病人，心脏移植是
唯一的重生机会。

肝脏

处于肝病末期，无法用
传统内科手术治疗的患者，
肝脏移植是唯一的方法。

肾脏

当一些疾病对肾脏产
生损害，肾脏不能发挥正
常的生理功能时，就会逐
渐发展为肾功能不全，氮
质血症，其终末期就是尿
毒症。挽救尿毒症患者生
命的方法包括透析和肾脏
移植。胰脏

胰脏移植多数是与肾
脏移植同时进行的，主要用
于治疗晚期糖尿病、I型糖尿
病和胰切除后糖尿病。

图说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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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
委数据显示，近年
来，我国具有人体
器官移植资质的
医疗机构数量逐
年增加，从 2018
年的 169 家增加
到2021年上半年
的180家。

数据来源：智研瞻产业研究院《中国器官移植行业市场投
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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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等待 “重生”机会

今年59岁，家住海口的李先生一
直在焦急地等待“重生”机会。

李先生患有特发性肺纤维化、慢性
阻塞性肺病。原先使用家用制氧机就
可以维持生命，随着病情的恶化，后来
使用医用经鼻高流量氧疗，吸氧的浓度
不断提升，最后李先生连去卫生间都无
法离开氧气。李先生一家迫切地希望
通过肺移植让他重获新生。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海医二院”）肺移植科里，刚30
岁出头的王女士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她的肺已严重衰竭，功能每分每秒都
在衰退，不得不依靠持续吸氧来维持
生命。最平常不过的一声咳嗽，就会
引起她体内氧饱和度的剧烈波动。

今年58岁的蔡先生于5年前出现
心悸、气喘、胸闷等症状，一开始并没有
太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逐渐加
重。2021年底，蔡先生确诊为扩张型
心肌病，并伴有肺动脉高压。

7月初，蔡先生因为感冒发热，诱
发了心衰，出现头晕、憋闷症状，甚至
无法行走，连平躺睡觉都非常困难。
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蔡先生来到了
海医二院。普通的药物治疗已经无法
满足他病情的需要，医生告诉他，他的
扩心病已发展到终末期，心脏肌肉本
身收缩功能出现了无法逆转的改变。
蔡先生处于严重心力衰竭状态，心脏
移植是他能活下来的唯一办法。

今年8岁的芯芯（化名）在4岁时
发现患有肝母细胞瘤，并于同年做了
肝癌切除及自体肝移植术。芯芯妈妈
本以为孩子从此可以健康成长，可
2019年复查时发现肿瘤复发。3年内
3次开腹手术化疗，多次更换化疗方
案，芯芯妈妈已经记不清孩子住过多
少次医院。可天不遂人愿，芯芯的治
疗效果并不明显，肝脏移植成了芯芯
活下去的最后希望。

器官捐献让生命 延续

9月14日早上9点30分，李先生
的肺移植手术开始。这一次，宝贵的
肺源一分为二，同时挽救李先生和王
女士的生命。

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疾病的有
效方法，是大脏器移植中最为复杂、难
度最大的手术之一。由于“心肺相
连”，往往肺衰竭的病人，心脏功能也
不会好，这使得病情更为复杂，手术难
度大大增加。“我们术前进行了充分规
划，做好了多种预案，进行了ECMO
支持，以保证手术安全。”海医二院肺
移植科主任孙伟表示。

同天上午11点55分，心脏移植手
术在心血管病手术室中开始。在体外
循环的配合下，海医二院心血管病医院
首席专家张卫达、心外科首席专家韦华
带领心脏移植团队有条不紊地完整切
除了患者的病变心脏，并以最快速度进
行原位心脏移植，心脏恢复供血后顺利
复跳。一颗健康的心脏在蔡先生的胸
膛内开始有力地跳动起来。

这一天里，还有8岁的芯芯、46岁
的陈先生和59岁的王女士也完成了
肾脏移植手术及胰肾联合移植手术。
器官捐献者的大爱延续了患者的生
命。肝移植器官移植团队对爱心捐献
者捐赠的肝脏进行了劈离，通过系统
分配，千里之外的另一位肝衰竭患者
也迎来了生的希望。

“作为医者，我们感恩捐赠者和家
属的大爱无疆。”肝移植科主任李威表
示，“芯芯的手术难度很大，且儿童肝移
植手术远比成人器官移植更复杂，技术
要求更高，围术期处理更为重要。我们
会好好呵护，让这份爱延续。”

器官 短缺 制约
器官移植事业发展

器官移植，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
重生。在我国，排队等待“生命礼物”
的队伍很长，但器官供体却十分稀
缺。器官短缺依旧是制约器官移植
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急切渴望得到器官移植的
患者来说，就眼下的捐献量而言是远
远不够的。“很多生命仍在苦苦等
待。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
个世界。”海医二院器官移植学科带
头人王毅表示，没有器官捐献，就没
有器官移植。器官捐献对于捐献者
来说，是生命的延续，对于受捐者来
说，绽放的是新的生命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