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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日前会同财政部
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其中
提到，实行个人（家庭）账户的，应
于 2020 年底前取消，向门诊统筹
平稳过渡。国家医保局表示，城乡
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取消并
不会降低居民的医保待遇。

我国医保基金由统筹基金和
个人账户构成。其中，医保个人账
户是医保机构为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的个人设立的，用于记录本人医
疗保险筹资和偿付本人医疗费用
的专用基金账户，曾发挥激励等作
用，但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包括部

分账户资金“沉睡”或用于购物，以
及缺乏互助共济功能等。

此次文件明确取消居民医保
个人账户具有多重意义。对医保
机构来说，由于取消之后不用再涉
及个人账户，应该说管理成本会有
所下降。对城乡居民参保人而言，
今后医保基金保障能力增强了，原
因是可以用大家的钱帮助大病患
者。从政府角度来讲，可降低医保
统筹基金压力和财政压力。

有关部门承诺个人（家庭）账
户取消并不会降低居民的医保待
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医保个人
账户资金是参保人“自己的钱”，突

然要动个人的钱，自然先要打消个
人的顾虑。有此承诺之后，可便于
此项改革顺利推进，在 2020 年底
前如期取消个人账户，让医保基金
制度更科学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改革并不
涉及职工医保。目前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的现状是，由于资金累积结
余较多且缺乏共济功能，不少地方
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除了
本人可以使用外，本人的配偶、夫
妻双方父母、子女均可以使用；同
时扩大了使用范围和使用区域，增
加了个人账户共济功能。

同时也要看到，相比取消居民
医保个人账户后统筹基金共济功
能变强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
后的共济作用仍然很有限，仅职工
家人才可共用，削弱了医保制度共
济功能。为此，不少专家呼吁，无
论是居民医保个人账户还是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都应彻底取消，以
盘活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取消居民个人账户应是医保
共济改革的第一步，这一步在2020
年底完成后，很可能启动第二步改
革，即取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最
终让所有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全部
计入医保统筹基金。如此一来，医
保互助共济功能比现在强大很多，

对参保人、医保机构、国家都是利
好。

为何不同步取消居民医保个
人账户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具
体原因有待决策部门进一步解
释。笔者认为，这是遵循了渐进式
先易后难的改革逻辑，因为居民医
保个人账户容易取消，而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情况比较复杂。从这个
角度看，应当尽快谋划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改革，以应对老龄化时代的
医保挑战。

另外，还应该加快医保基金全
国统筹改革步伐。据悉，目前全国
绝大多数地区医保基金仍处于市、
县级统筹，医保基金难以调剂使
用，降低了基金使用效率。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庞国明在今年全国
人大会议上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
快实行医保基金全国统筹，以真正
实现“人人平等享受医保”的目标。

无论是取消所有的医保个人
账户，还是实现医保基金全国统
筹，都将使医保资金从多个资金池
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庞大资金池，不
仅将增强医保基金互助共济功能，
而且也可增强医保基金抗风险的
能力，并有望降低医保基金管理成
本和财政压力。所以，期待相关改
革尽快启动。

取消居民个人账户
是医保共济改革第一步

“生命早期 1000天”被世
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一个人生
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不仅
能影响婴儿时期的体格发育
和脑发育，也关系到孩子成人
后的健康——因此，开展生命
早期的营养健康行动，对宝宝
茁壮成长至关重要。

联合国营养执行委员会
指出，从怀孕到宝宝出生两岁
（生命早期1000天）这个阶段
很重要，它是预防成年慢性疾
病关键的窗口期。如果在此
阶段我们能够避免不良因素
影响，特别是营养方面的影
响，将是全球健康发展的最佳
投资之一。因此，开展生命早
期 1000 天营养健康行动，提
高孕产妇、婴幼儿的营养健康
水平十分重要。

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
期”

生命早期 1000 天是指从
女性怀孕的胎儿期（十月怀胎
280天），到宝宝出生之后的两
岁（720天），这1000天被世界
卫生组织定义为一个人生长
发育的“机遇窗口期”。

“生命早期1000天影响宝
宝的一生。良好的营养和科
学的喂养对于宝宝的体格、智
力发育和免疫系统都至关重
要，对提高整个国家的人口素
质也很重要，所以要重视这
1000天。”中日友好医院副主
任医师李晓雯说。

研究表明，在怀孕 6个月
左右时，人脑细胞的增速就开
始明显加快，一直到2岁，越往
后就越来越平缓。2岁时脑神
经细胞的分化基本上完成，可
以达到成人的80%。所以，这
个时期需要给宝宝以丰富的
营养。

在早期1000天里，孩子的
身体发育也非常快。通常1岁
孩子的体重是他出生时的3倍
左右，2岁时能达到出生时体
重的4倍左右。身高上，宝宝
出生时平均身长是50厘米，1
岁能长到75厘米，2岁时基本
达到85厘米。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
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
提出，要通过6项重大行动提
高人群营养健康水平。其中
第一条就是推动生命早期
1000天营养健康行动，提高孕
产妇、婴幼儿的营养健康水
平。

那么，女性怀孕期间有哪
些注意事项呢？

李晓雯表示，如果早孕反
应比较大，没胃口吃饭，先不
要着急吃鱼肉蛋，而要保障一
天至少150克的碳水化合物摄
入量；同时要补充一些维生
素，比如维生素B6可以止吐，
维生素B2、B1、C可以减轻早
孕反应。在合理膳食的帮助
下，孕期比较理想的增重区间
应为 11.5 到 16公斤。需要指
出的是，孕期可以适当活动，
尤其到怀孕中晚期，更应该适
当活动，以便于最后分娩。

李晓雯建议，妈妈们应尽
量坚持6月龄内婴儿的纯母乳
喂养；对7至24月龄婴幼儿的
辅食选择，应遵循“循序渐进、
从稀到稠、从细到粗、从少量
到多量、从单一到多种”的原
则。

“聪明”的母乳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授张玉
梅告诉记者，母乳里含有很多
成分，可促使孩子免疫成熟和
神经发育，促进孩子的肠道发
育，促进孩子的代谢健康。

“一般来说，我们把产后5
到11天的母乳叫过渡乳，过渡
乳前面的母乳叫初乳。初乳
里含有很多活性成分，可以抗
感染、抗过敏、清除胎粪等。”
张玉梅说。

与配方奶粉相比，母乳是
聪明的宝宝营养源。因为，母
乳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动态
变化。母乳里的阿尔法乳蛋
白，在前 3 个月含量特别高。
科学研究发现，阿尔法乳蛋白
有免疫调节、抗致病微生物的

作用。同时，母乳又是很细
心、很稳固的。研究发现，母
乳里含有可以促进婴幼儿胃
肠道成熟和免疫发育的营养
物质。

说到这里，就必须讲一讲
肠道的重要性了。生物学家
认为，人类体内有两个大脑系
统存在，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头
部大脑，而另一个就是肠道，
又被称为“肠脑”或“第二大
脑”。

科学研究发现，由肠道细
菌产生的许多化学物质（比如
乙酸、丙酸和丁酸）可以刺激
神经细胞，并产生电子信号被
传送至大脑。肠道菌群或许
会通过一种特殊的肠—脑轴
来影响机体的大脑结构，以及
很多大脑相关疾病的发生，比
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病、
抑郁症、自闭症等。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情绪可
以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相
反，某些肠道微生物也可能影
响一个人的情绪状态。

“母乳喂养时的周边皮肤
还可以产生一些有益健康的
菌群，对于婴儿肠道菌群的形
成有着重要帮助。另外，孩子
如果顺产会更好，这些都给孩
子打上微生物的烙印，有助于
孩子将来的健康成长。”张玉
梅说。

如何选择奶粉

母乳和奶粉相比，营养成
分有何区别？如果没有母乳，
要怎样选择好的奶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霍军生
表示，从营养学上来看，母乳
蛋白质含量低于牛乳，但它的
蛋白质大多是以乳清蛋白为
主，这是一种小分子蛋白，非
常容易被婴儿消化吸收，且不
容易产生任何不适。而牛乳
80%都是分子量巨大的酪蛋
白，这是它们在蛋白质上的主
要核心差异。

在脂肪方面，母乳的脂肪
含量要高于牛乳的脂肪。婴
儿刚出生时，胃只有乒乓球那
么大，吃不了多少东西，而脂
肪量高的母乳可以提供更多
能量。在碳水化合物方面，母
乳里有一类小分子碳水化合
物，叫低聚糖，它的含量丰富，
种类和数量都要高于牛乳。
另外，母乳的维生素C含量远
高于牛乳，更适合婴儿。大家
会说牛乳含钙量高，但是高不
代表能够被吸收，牛乳的钙吸
收率比母乳要低一些。

母乳对婴儿来说好处非
常多，但无法实现母乳喂养
时，配方奶粉就成为母乳的替
代品。但如何选择奶粉呢？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
司研发经理解庆刚介绍，一款
好的适合宝宝的奶粉应该具
备以下3个特点：好奶源，好配
方，好工艺。

其中，好奶源是看这款奶
粉的奶源是否来自专属牧场，
是否具备全产业链，好的奶源
才能做出好的配方奶粉。

好配方则首先要看配料
表。配料表的第一位是不是
生牛乳？如果是，就可以判断
出这是生牛乳配方。生牛乳
的配方更好，它以生牛乳为主
原料，再添加其他原辅料混合
后，一次喷雾成粉。如配料表
第一位不是生牛乳，就是全脂
奶粉或脱脂奶粉的配方：企业
购回奶粉，再将这些奶粉加水
复原成奶液，添加其他原辅
料，再次喷雾干燥成粉。它们
的区别在于：用生米煮的米饭
与超市里买的方便米饭再次
加热后的米饭。同时，配料表
要“三没有”：没有麦芽糊精，
没有玉米糖浆，没有蔗糖。

好工艺需要先观察奶粉
的颜色，乳白或乳黄色好，颜
色发灰、发暗的不好；再观察
颗粒：颗粒松散的好，颗粒细
密或成团的就差；最后看奶粉
的溶解性：冲调后奶粉溶解性
要好。有的奶粉，宝宝喝完
后，瓶里会残留很多不溶解的
团块，这类奶粉的制作工艺就
差。

生命早期1000天
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

很多人都知道早餐很重要，美
国对此还有一项研究发现，从未吃
过早餐的人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
亡明显增加，尤其是中风死亡增
加。然而，不少人难免有时忽略甚
至错过早餐，不吃早餐真有这么大
危害吗？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相关研
究。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参加
美国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6550
名参与者开展了为期18年的跟踪
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了社会经
济状况、种族、年龄、性别、饮食和
生活方式、体重和心血管风险因素
后，从来不吃早餐的人比每天都吃
早餐的人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
87%，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19%，中
风风险增加239%。

然而，这项研究其实具有局限
性，大家不用过于担心。首先，这
是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结果
是观察结果，只能发现相关性，不
能证明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能
证明不吃早餐就是诱发心血管疾
病的直接原因。其次，一般来说，
坚持每天吃早餐的人，对于身体健
康更为重视，因而可能具有其它良
好生活习惯，比如不抽烟、不喝酒、
经常健身、不熬夜等。另外，虽然
研究表明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

87%，但实际增加的病例数并非很
多——在18年的观察研究中，仅发
现了41例病例。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我们也不
能认定吃早餐的人就一定更健
康。如果早餐吃的是油条油饼、汉
堡薯条，这也不能算作健康饮食。
而饮食是否健康需要观察长远的
饮食情况，不能仅看一顿吃不吃或
者吃得怎么样。

实际上，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因
素非常复杂。比如抽烟喝酒、不运
动、盐摄入过多等。

那么，不吃早餐可以吗？由于
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忽视早餐。虽说不吃早餐不
一定会得心血管疾病，但仍建议大
家尽量坚持吃早餐。

早餐是日常膳食的一部分，每
天 吃 早 餐 也 是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提倡的健康生活方式。早
餐作为一天的第一餐，对膳食营养
摄入、健康状况和工作或学习效率
至关重要。早餐距离前一餐的时
间最长，能量消耗大，如果不及时
补充，会出现饥饿感，导致大脑兴
奋性降低，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
中，影响工作和学习效率。

大量研究也显示，规律性吃早
餐有益健康。还有不少研究发现，

规律性吃早餐与肥胖、心血管疾病
的发生存在负相关性。我国膳食
指南也指出，合理饮食可以降低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而规律性吃
早餐也是合理饮食的一部分，因此
很重要。

然而，很多人早餐都吃得不够
好。《中国居民早餐饮食状况调查
报告》显示，国人 35%不能天天吃
早餐；即便能吃上早餐，很多人也
吃得并不健康，有55%的人每天早
餐的食物品种不足3种，还有42%
的人 10 分钟囫囵搞定，很难达到
平衡膳食。

其实，健康早餐的基本原则
是：尽量保证食物种类多样、营养
搭配合理。

对此，建议从两方面做起：一

是早餐要吃饱。一般来说，建议早
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能量的
25%至30%，以保证整个上午的工
作和学习效率。所以，早餐要尽量
吃饱。二是早餐要吃好。这里的
好是指早餐的营养价值要好。要
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早餐最好
含有蔬菜、水果、全谷物和蛋奶等
食物，这样才能保证获得均衡营
养。比如，如果你习惯了每天吃豆
浆油条的话，不妨加入香蕉或苹
果；每天喝白粥吃馒头，不妨加点
蔬菜和鸡蛋就更完美了。

对于一些上班族或无法做早
餐的群体，建议大家可以在家或单
位囤一点早餐谷物麦片、牛奶、坚
果、水果等，以备不时之需。

不吃早餐会得心血管疾病吗不吃早餐会得心血管疾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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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淘或代购入境的药品，
却没有进行符合国内标准的分类，
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认知偏差和
管理漏洞。

我们平常出国旅游除了参观
景点放松身心以外，购买一些当地
的特产和纪念品也是必不可少的
环节。近几年，日本的药妆店就特
别受到游客们的青睐。不过，这些
遭到疯抢的网红药妆，最近也暴露
出了一些问题。据中国之声报道，
一些在日本受欢迎的眼药水，在今
年 4 月就已经被加拿大列入了禁
售名单。

近年来日本“网红”眼药水在

国内越卖越火，不仅海淘或代购的
人较多，而且购物网站也很容易买
到。有国内专家指出，卖得最好的
几款日本“网红”眼药水，内含名为

“四氢唑啉”的肾上腺素类药物，具
有较强的毒副作用。其实早在多
年前，国内医学网站就曾刊文指
出，这类眼药水具有很强的肾上腺
素类药物作用，可导致血压升高，
加重心血管或内分泌疾病。

一边是“网红”标签，一边是国
外禁售令和国内专家质疑，究竟该
听谁的，很多消费者为此犯了难。
由于这几款“网红”眼药水的销路
很广，对其负面的报道就很容易引

发广泛关注，因此，此消息一出，相
关新闻就被推上了热搜榜。

不少消费者将这几款眼药水
当成普通药水，用于缓解眼疲劳或
眼睛干涩等方面。但它属于针对
性很强、使用范围很窄的一款眼药
水，只能适用于特定的眼疾患者，
假如将这款药水的使用范围无限
泛化，相信绝大多数使用者不仅看
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被其毒
副作用所伤害，甚至自己对此还一
概不知。

“网红”标签是这几款眼药水
持续受到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其他商品跟风消费或许问题
不大，但药品是特殊商品，关系到
生命与健康，不应该人云亦云、人
买亦买。消费者听不到质疑之声，
或与质疑之声不够强烈有一定关
系，因此，科普与宣传应该发挥更
大作用，让消费者的选择更趋理
性。

还要看到，国别不同，药品分
类管理的办法也存在很大的差
异。比如在日本，药品主要分为第

一类医药品、第二类医药品、第三
类医药品。这与国内将药品分为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两大类的分法
不同，日本的第一类医药品相当于
国内的处方药，但并非完全等同。
假如通过正规渠道进口日本药品，
首先要对药品进行重新归类。然
而，通过海淘或代购入境的药品，
却没有进行符合国内标准的分类，
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认知偏差和
管理漏洞。

日本生产的很多“网红”眼药
水，都属于复方制剂。在国内没有
相应的眼药水，而国产肾上腺素类
眼药水，不少都属于处方药，而处
方药是不允许通过网络销售的。
因此，这类日本“网红”眼药水是否
应该归于处方药的范围，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既然这类眼药水
的毒副作用较大，将之纳入处方药
的监管范围合情合理。若如此，则
不仅可以更好地堵住其网售或代
购等销售渠道，而且还能提高民众
对其毒副作用的认识，为这类“网
红”眼药水泼上一瓢冷水。

网红眼药水引争议网红眼药水引争议，，买药勿人买亦买买药勿人买亦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