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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精神卫生专科联盟
第四次理事会议在我区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张晨帆）12 月
10 日，南通市精神卫生专科联盟第
四次理事会议暨精神科质量控制中
心第四次质控会议在区第二人民医
院召开，精神专科联盟医院成员 40
余人参会。
区卫健委党组成员顾晓虎、区
第二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张建新致
辞。开幕式由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副院长陈湘林主持。
会上，各联盟医院院长对医院
发展、日常运行、医疗服务、存在不
足等进行交流。南通市第四人民医
院精神科缪海燕主任、专科联盟常
务副理事长徐健及区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徐优明分别对《江苏省严重
精神障碍信息系统简报》
《关于印发
<江苏省“十四五”精神卫生工作规
划>通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等进行详细讲解。
会上，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吴徐明对各联盟单位 2021 年
度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从树

立信心、增强自信，发挥功能、提高
服务，形成合力、资源共享，科研建
设、提升能力，双向转诊、结对共建
等五方面对联盟单位 2022 年的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会后，南通市精神专科联盟单

位领导和专家参观了区二院的心理
健康服务中心，并对我区社会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技术指
导。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各联盟
单位表示会明确自身职责，提高政

我区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工作
受市专家组肯定
本报讯 （通讯员王玉琴）近
日，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杨
卫超带领市级专家组一行来到区
人民医院，对我区新生儿遗传性
耳聋基因免费筛查项目进行了质
控检查。
专家们在听取了区人民医院
副院长殷乐关于新生儿遗传性耳
聋基因筛查项目开展情况的汇报
后，通过核查资料、实地查看实验
室硬件设施及检测操作流程等方
式进行了质控检查。
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区人民医
院关于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筛
查项目的实施工作，认为医院高
度重视、工作组织有力、宣传氛围
浓厚、硬件设施到位、检测流程规
范、台账资料完备，
确保了通州区
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率达 100%。

为减少听力障碍发生，进一
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自 2018 年
起，南通市政府每年将新生儿遗
传性耳聋基因免费筛查项目列入
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免费筛
查服务。区人民医院作为通州区
开展此项工作的唯一定点医院，
为了将工作落实到位，前期投入
资金购置了先进的检测设备，同
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落实专人，
明确责任，规范流程，
加强培训与
质控，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近年来，南通市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督察组多次来该院进行督导
检查，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区卫健委副主任顾晓虎陪同
检查。

治站位，深刻认识精神专科联盟建
设的重大意义，不断发展壮大南通
精神卫生事业，全面提高医疗服务
能力，提升精神病防治能力，促进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我区组织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考核
本报讯 （通讯员林云） 12 月
10 日，全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考核
在区妇计中心举行，来自全区各医
疗卫生机构申报的符合助产、计划
生育技术考核条件的 28 名未持证人
员分别参加了实践技能考核和理论

考试。
此次母婴保健专项技术人员考
核由区卫健委组织开展，考核过程
中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实践技
能考核内容分为助产（医生、护士）
技术类和计划生育技术类，题型包

括基本技能操作和病例分析。区妇
计中心共设两个实践技能考核考
场，考题为临时抽签获得。从考核
人员签到、抽签到待考区、进考场抽
题、考试及出场离开，整个过程严肃
紧张、规范有序。

实践技能考核合格者，于当天
下午参加了相应专业的理论考试。
两项考核均合格的人员由区卫健委
统一颁发《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
证书》。

区中医院科普活动获评全国优秀

没错 瘦人也会得脂肪肝
刘阿姨今年 51 岁，不吸烟不饮
酒。几天前，刘阿姨拿到刚做的体
检报告，却被告知自己得了脂肪肝，
转氨酶还有了轻度升高。刘阿姨非
常不解，自己身高 168 厘米，体重 65
公斤，既不胖，又不饮酒，朋友都羡
慕她有个好身材，怎么会得脂肪肝
呢？
不是胖人才会得脂肪肝吗？带
着 这 些 疑 问 ，刘 阿 姨 来 到 医 院 复
查。在做了腹部超声和无创肝脏硬
度+脂肪含量测定后，医生告诉她确
实患上了脂肪肝。这是怎么回事?

“瘦型脂肪肝”并不在少数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
活方式的改变，脂肪肝的发病率逐
年升高，已成为我国慢性肝病甚至
肝硬化、肝癌的主要病因。人们常
觉得患脂肪肝是胖子才有的事。的
确，脂肪肝与肥胖密不可分，肥胖人
群更易合并脂肪肝。
但临床上越来越多的脂肪肝患
者看起来身材不错，这就是所谓的
“ 痩 型 脂 肪 肝 ”或“ 非 肥 胖 型 脂 肪
肝”。
一般来说，我们是通过体重指
数来衡量是否肥胖。最新的数据显
示，在体重指数正常的人群中，平均

每 6 个人就有一个患脂肪肝，这个
数目不容小觑。而且这类脂肪肝患
者其实病变程度并不轻，有一部分
还可能出现脂肪性肝炎，导致转氨
酶升高，甚至发展为肝纤维化、肝
硬化、肝癌。因此，必须要加以重
视。

瘦人是怎么被脂肪肝盯上的？
其实，
“瘦”是相对的，仅用体重
指数衡量胖与瘦有它的片面性。比
如刘阿姨，虽然体重指数是正常的，
但是她的腰围增长到了 85 厘米，近
一年出现了明显的腹部脂肪堆积，
而体重指数是不能准确地体现出脂
肪分布的。
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虽然体
重指数正常，但是脂肪分布异常，腹
部和内脏脂肪含量升高，也容易患
脂肪肝。其次，不良饮食结构是脂
肪肝的重要元凶。高果糖、高胆固
醇饮食，比如长期饮用甜饮料、食用
油炸食品非常容易造成脂肪肝。合
并糖尿病、高血脂也会增加脂肪肝
的发生风险。
除此之外，瘦人患脂肪肝还可
能与携带某些易感基因、肠道微生
态环境以及缺乏运动导致肌肉含量
减少等相关。

免疫力并非越高越好
马继军介绍，免疫系统是人体
自身的防御机制，可抵御外界病原
微生物的入侵，从而最大程度地帮
助人体避免各种疾病的发生，它工
作时产生的防御能力就被称为免疫
力。
马继军解释，人体的免疫系统
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结构，有司令部、
执行细胞等。若人体被细菌等病原
感染，免疫系统就会通过司令部下
命令，而后由中枢“调兵遣将”，把白
细胞、淋巴细胞这些适应性免疫执
行细胞调动过去抵抗感染，淋巴细
胞产生的免疫球蛋白、补体和一些
细胞因子也会参与到抵抗感染的
“战斗”
中。
但免疫力也并非越强越好。
“免

疫力过高会引发其他问题。”马继军
打了个比方，当细菌、病毒这些“敌
人”入侵我们的身体时，免疫系统要
调动“军队”进行抵抗，但是如果免
疫力过强，即我们身体里的“军
队”过多过乱，就形成了“军阀混
战”，不仅不能抵御外来入侵的“敌
人”，还可能会发生“内讧”，将自身
的细胞组织也当作“敌人”进行攻
击、破坏。
“这种‘内讧’有时会非常厉害，
比细菌病毒感染对人体的危害还要
严重。”
马继军说。

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免疫力
逐渐增长
“儿童之所以比成人更容易被
细菌、病毒钻‘空子’，是因为儿童自
身的免疫力较弱，6 个月到 3 岁的儿
童处于生理上的免疫功能不周全时
期。”马继军表示，这不是异常情况，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这是非常正
常的现象。
早在胚胎时，婴儿的免疫器官
和免疫细胞就开始发育了。当婴儿
出生时，其免疫系统的四大组成部
分：B 淋巴细胞、T 淋巴细胞、吞噬细
胞和补体系统的功能还不够完善，
其功能仅是成人的一部分。比如，
免疫系统中的 B 淋巴细胞产生的五

选为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
据了解，区中医院坚持以群
众 更 满 意 为 重 点 ，创 新 科 普 方
式，常规开展义诊、中医健康科
普、送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健康
筛查等活动，坚持下乡、进社区、
进学校、进机关，充分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帮助群众更便捷地
获得规范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知
识。

医卫动态
冬季室内外温差大
突发心梗牢记两个
“120”
瘦人患上脂肪肝怎么办？
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增加运动量，调整饮食结构，避免摄
入过多甜食，特别是果糖含量高的
食物和饮料，更不能饮酒。这类患
者虽然体重相对正常，但仍然可以
通过减轻体重而改善脂肪肝。目
前，尚无治疗脂肪肝的特效药物，在
改善生活方式的同时，要对疾病进

行定期监测。
一般建议每半年到医院复查肝
肾功能、血糖、血脂、腹部超声等，其
中无创肝脏硬度+脂肪含量测定可
以方便简单地对肝脏情况进行监
测。如果发现病情加重，必要时可
做肝组织穿刺术更准确地评估脂肪
肝的严重程度。同时要积极治疗合
并的代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
等。
（来源：
北京青年报）

提高儿童免疫力 吃药、进补都不靠谱
又到一年流感暴发季，不少儿
童“中招”。孩子生病是让父母最头
疼的事，为了增强孩子们的免疫力，
免受疾病侵袭，家长们尝试了各种
方法，给孩子吃乳铁蛋白、牛初乳、
益生菌、匹多莫德、脾氨肽等，还有
各种营养品、中成药……
天津市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主
任医师马继军表示，截至目前，并无
能真正提高儿童免疫力的营养品或
药物。

本 报 讯 （记 者 曹 抒 雁）近
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按照《中
国科协等 13 部门关于举办 2021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通知》
（科
协发普字〔2021〕28 号）的有关要
求，经综合评估，评选出 2021 年
全国科普日优秀组织单位和全
国科普日优秀活动。区中医院
《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全国科普日
——中医科普进社区》活动被评

类抗体中，仅 IgG 在胚胎晚期可通过
胎盘为婴儿提供部分防御能力，其
余四类抗体（IgA、IgD、IgM 和 IgE），
除 IgM 在胚胎期有少量产生外，另
外 3 种则需靠婴儿自身的免疫系统
产生。
“除此之外，婴儿出生后，若得
到 6 个月的母乳喂养，
则在此期间还
会从母乳（特别是初乳）中获得少量
抗体和免疫球蛋白抗体，但球蛋白
抗体有代谢周期，会随着婴儿自身
的代谢而逐步减少、消失。而此时，
婴儿自身免疫系统还尚未发育健
全。”马继军介绍，好在 6 个月前，婴
儿接触病原体的机会比较少，因此
很少有机会被细菌或病毒感染。而
到 6 个月后，这种机会逐步增加，这
也是婴儿长到 6 个月后容易生病的
直接原因。

提高免疫力的关键在日常
生活
虽然提升儿童免疫力非一朝一
夕之功，但还是有不少家长寄希望
于保健品或药品，希望这些“外挂”
能帮助儿童快点提高免疫力、少生
病。
“在临床上，把那些市面上销售
的号称能增强免疫力的药统称为免
疫调节剂，但目前免疫调节剂的效

果并不是很明确。”马继军表示，比
如益生菌，虽然可以改善儿童肠道
内环境，但是对于免疫力的提高并
不起决定性作用；又如牛初乳，它里
面含有的免疫球蛋白确实有增强免
疫力的作用，但作为饮料其中的免
疫球蛋白含量可能非常有限。
那么，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提
升免疫力呢？
“除了做好儿童的日常护理外，
还可以从饮食入手。”天津市儿童医
院营养科主任杨军红表示，食物中
所含特定的营养物质对提升宝宝的
免疫力起着关键作用。机体在维持
一定的免疫能力，以及对病原体产
生免疫反应的过程中，都需要蛋白
质、脂肪酸、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各
种营养素的参与。因此，均衡的营
养不仅能满足人体的需要，而且对
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也有着重要
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也会
让儿童在冬季远离疾病。比如鼓励
儿童多进行户外运动，家长勤开窗
通风，少带孩子去人员密集的场
所，及时增减衣物，按时接种预防
各种传染病的疫苗等。”马继军介
绍。
（来源：
科技日报）

随着冬季来临，体感温差增
大，心梗的发生率也有所增加。
对于 50 岁以上、患高血压及有抽
烟史的男性朋友，要尤其注意心
梗发作。专家提示，一旦出现胸
痛 、胸 闷 症 状 时 ，应 牢 记 两 个
“120”：及时拨打 120 急救，千万
不 要 错 过 120 分 钟 最 佳 抢 救 时
间。
如何识别心梗？北京医院心
内科副主任刘德平表示，心梗典
型的临床表现是胸骨后或心前区
呈压迫感、烧灼感、窒息感的疼
痛，也可能在后背、左臂，甚至颈
部、下颌，
或者剑突下有发紧的感
觉，疼痛剧烈而持久，
还可伴有面
色苍白、恐惧、大汗淋漓、濒死感
等。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应警惕
心梗的发生，第一时间拨打 120
急救。
“当胸痛持续超过 20 分钟，
就提示可能是心肌梗死。
”
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心内科主
任医师崔松表示。
对于以前从未发生的剧烈胸
痛 ，也 需 要 马 上 拨 打 120 急 救
吗？是的。崔松提示，恰恰是从
来没有痛过的
“初发剧烈胸痛”
是

最危险的。对于初发的血管堵
塞，心脏没有备用的救急方案，血
管还没有形成“侧支循环”，非常
容易突然
“宕机”
。而以前经常发
作心绞痛的人，心脏有逐渐适应
的过程，称为
“缺血预适应”
，可能
在心肌梗死发生的时候，后果不
那么严重。
无论胸痛是否是初次发生，
突发心梗都应该充分把握黄金救
治的 120 分钟。
“心肌发生梗死后
的 120 分钟内尤其是前 60 分钟之
内是再灌注治疗的黄金时间。
”
刘
德平说，如果在此时实现心肌再
灌注，可以最大限度地挽救心肌
和生命，如果心肌梗死发生超过
了 120 分钟，心肌坏死面积变大，
导致心衰、休克甚至死亡，即使患
者被抢救过来，再复发时患心衰
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所以心肌
梗死的黄金救治时间只有 120 分
钟。
“所以不论何时何地，
出现胸
痛，应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第
一时间赶往最近的医院尽早就
医，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崔松提
示。
（来源：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