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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针对出生缺陷防治有诸多疑问，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遗传中心宋婕萍
主任医师对此进行了解答。

记者：做过体检，还有必要做婚检和
孕前检查吗？

宋婕萍：婚前医学检查不同于常规的
健康体检。男女双方应当在结婚登记前
主动到医疗机构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卫生
指导和健康咨询等婚前保健服务，重点针
对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
神病以及其他影响婚育的疾病进行咨询、
检查和指导。

计划怀孕的夫妇应当接受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通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早
发现可能影响孕育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
干预措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记者：孕期要做几次产前检查？
宋婕萍：孕妇应当在孕12周到医疗机

构建立孕产期保健档案（册、卡），定期进
行产前检查，及时掌握孕妇和胎儿的健康
状况。整个孕期应当至少接受5次产前检
查，有异常情况者应当在医生指导下适当

增加产前检查次数。
首次产前检查时应当接受艾滋病、梅

毒、乙肝筛查。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病毒
可经胎盘传播，导致胎儿感染。

早孕期超声产前筛查应当在孕 11-
13+6周进行，系统超声筛查适宜时间是孕
22—24周。如超声筛查提示有胎儿结构
异常，应当及时到具有产前诊断资质的医
疗机构进一步检查。

孕期应当接受唐氏综合征产前筛
查。唐氏综合征患儿存在严重、不可逆
的智力障碍，生活不能自理。孕妇应当
在孕 12-22 周到医疗机构知情选择进行
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35岁以上的孕妇
应当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产前诊
断。

记者：备孕、孕期在日常生活中要注
意什么？

宋婕萍：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科学备

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保持适宜体重，
规律作息，放松心情，戒烟戒酒，避免接触
二手烟，远离毒品和成瘾性药品。

孕期应当坚持食物多样化，合理膳
食，均衡营养，保持体重适度增长。适当
增加奶、鱼、禽、蛋、瘦肉、蔬菜、水果等优
质蛋白和维生素的摄入，在医生指导下适
量补充钙、铁等营养素。

孕前和孕期应当避免接触铅、汞、苯、
甲醛、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避免接触放
射线。不宜密切接触猫、狗等动物。

备孕妇女应当从孕前3个月开始，每
天服用0.4mg叶酸或含0.4mg叶酸的复合
维生素，至少服用到怀孕后3个月，以降低
胎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风险。

孕期患病可能会对母亲和胎儿健康
造成不良影响。孕妇患病应当及时就医，
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既不要擅自用
药，也不要因过度担心药物对胎儿的影响

而拒绝服用必需的药物。
记者：新生儿出生后要注意哪些？
宋婕萍：新生儿出生后应当及时接受

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
听力障碍等疾病筛查，促进先天性疾病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减少儿童残疾。

新生儿出院后1周接受医务人员的家
庭访视，儿童应当在 1、3、6、8、12、18、24、
30、36月龄以及4、5、6岁时到乡镇卫生院
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儿童保健服务，
监测生长发育状况。发现身体结构、功能
或代谢异常的，应当及时就诊。

确诊的出生缺陷患儿应当及时到医
疗机构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改善健康状
况，提高生活质量。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weishengjiankang

及时接种疫苗 维护宝宝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姚国薇报道：4月25日是“全国儿

童预防接种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接种疫苗，防控疾
病，守卫健康，守护一生”。市疾控中心提醒，及时接种
疫苗，不要让宝宝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绝
大多数情况下，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产生严重危害的概
率，要远大于接种疫苗产生危害的概率。比如，脊髓
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能导致瘫痪，麻疹能导致脑炎，
麻疹、乙型脑炎、狂犬病等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甚至能
引起死亡。接种疫苗后的大多数反应，通常都是发热
和局部红肿等轻微和暂时的表现，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的情况极为罕见。因此，预防接种所带来的益处远大
于风险。

当然孩子接种疫苗，也不是越多越好。目前，我国
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类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类疫苗。免
疫规划类疫苗由政府免费提供，公民依法或按政府有
关规定接种的疫苗，如乙肝疫苗、卡介苗、麻腮风疫苗、
百白破疫苗等；非免疫规划类疫苗属于公民自愿、自费
接种，包括水痘疫苗、流感疫苗等。无论免疫规划类疫
苗还是非免疫规划类疫苗，都能有效地预防疾病，家长
选择时可根据孩子感染疾病的风险、身体情况以及家
庭经济承受能力等作出决定。

如何养胃护胃？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浮山社

区的张女士咨询，春季如何养胃护胃？
浮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日常

饮食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注意节制，尤其胃功能不好的
人更应谨记“胃病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

三餐定时定量，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坚硬、
生冷的食物，切勿过饱，少吃零食夜宵，以免加重胃的
负担。

进餐时尽量做到细嚼慢咽，既有助于消化，又能减
轻胃的负担，减少胃黏膜的损伤。

慢性胃病患者需忌烟酒及辛辣煎炸刺激食物，尽
量避免进食过热、过酸、过冷及熏烤的食物，减少对胃
的不良刺激。

胃酸过多者应忌食过甜、过酸的食物，如红薯、番
茄及过酸的水果等。容易胃胀的患者应尽量少吃容易
胀气的食物，如土豆、红薯、豆制品、芋头、米粉等。

如何防治春季上火？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一到春季就烂嘴巴。”近

日，家住咸安区浮山社区的李女士咨询，如何防治春季
上火？

浮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及时
补充水。春天便秘、口干等症状大多是因春燥“上火”
所致，最简单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温水。

饮食得当。要多吃蔬菜，多吃具有降火功效的食
物，如苦瓜、菠菜、草莓等新鲜蔬果。还应多吃蜂蜜、西
红柿、萝卜、梨等有清热润燥作用的食物。辛辣刺激、
油腻的食物要少吃。

多参加运动。生命在于运动，开春后，万物复苏，
人体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也要到户外运动一下，运动
后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保持良好的心情。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当遇
到不愉快的事情时，要学会及时倾诉，不要憋在心里，
也不要大吼大叫。如果生活压力大，也要懂得缓解压
力，保持情绪平稳、愉快。

如何保持口腔卫生健康？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希望桥

社区的张女士咨询，如何保持口腔卫生健康？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医务人员介绍，定期

检查口腔。至少每半年到医院检查一次口腔，做到早
预防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定期检查能够让牙医检查
是否有牙齿健康问题，并在必要时提供治疗方案，及时
处理可能会导致龋病或牙龈疾病的牙菌斑和牙结石。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每天早晚使用正确刷
牙法刷牙3分钟，且晚上刷完牙后不吃任何东西，进食
后及时漱口，常用牙线清洁牙缝。

定期洁牙。定期半年至一年洁牙一次。有吸烟、
喝茶、喝咖啡、咀嚼槟榔习惯的人，每半年洁牙一次，并
遵医嘱做好牙周保养维护。无这些不良习惯的人，可
一年定期洁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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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一个健康宝宝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大讲堂大讲堂

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咸宁麻塘中医医院 主讲

一、谷雨节气的由来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之第6个节气，春季的最后一个

节气。太阳黄经为30°，于每年公历4月19日-21日交
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
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下而上
也”，故此得名。谷雨是"雨生百谷"的意思，此时降水明
显增加，田中的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的滋润，
正所谓"春雨贵如油"。降雨量充足而及时，谷类作物能
茁壮成长。谷雨与雨水、小满等节气一样，都是反映降水
现象的节气，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映。

二、谷雨节气的气候特点
我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

呜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任降于桑。”意思是说，谷雨后降
雨量增多，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
种了，然后是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常言道：“清明断
雪，谷雨断霜”，谷雨后气温回升速度加快。谷雨时节，祖
国大地气温继续转暖，草木葱绿，万物欣欣向荣。谷雨的
天气最主要的特点多雨，雨量充足而及时，有利于谷物生
长。谷雨时节的南方地区，"杨花落尽子规啼"，多地会出
现30度以上的高温，使人开始有炎热之感，仿佛进入夏
季。古诗云：旅人游汲汲，春气又融融。农事蛙声里，归
程草色中。独惭出谷雨，未变暖天风。谷雨的气候适合
耕种，最忙碌的是农民。谷雨时节种谷天，南坡北洼忙种

棉；玉米花生早下田，深栽茄子浅栽烟；地瓜土豆要提前，
地头地边无空闲。

三、谷雨节气如何养生？
1、起居养生
谷雨处在晚春时节，中医认为“春三月发陈”，春季万

物生长，枝叶伸展，机体也是如此。中医认为，谷雨时节
要早睡早起，饮食有节，不妄作劳，调畅情志，保持心情开
朗，令肝气条达，避免肝气郁结。因此，建议大家多外出
活动，多到空气清新之处，比如公园、广场、田野、乡下等
风景秀丽、视野开阔之地散步、唱歌、跳舞、练太极拳、做
操，做一些有氧运动，使阳气旺盛，气机通畅。但谨记应
遵循“懒散形骸，勿大汗，以养脏气”的原则。因谷雨正值
春夏之交，此时人体气机发散，较易出汗，而汗出过度则
会影响夏季时的气血健康。因汗为津液所化，谷雨时节
万物靠雨水生长、成形、壮大，人体也是一样，只有春季津
液充足，到夏季时才能气血旺盛，因此谷雨时运动勿大
汗。常言道：“谷雨寒死老鼠”，意思是说，谷雨时节天气

忽冷忽热，人易患感冒，应注意保暖。虽然谷雨时气温升
高较快，但昼夜温差较大，往往是中午热、早晚凉，因此早
晚还应添加衣服。

2、饮食养生
谷雨虽属暮春，但饮食上仍需注重养脾，宜少食酸味

食物、多食甘味食物。同时，宜多食健脾祛湿的食物，如
山药、赤小豆、薏苡仁、扁豆、鲫鱼等。山药是健脾补肺的
食物，富含黏液蛋白，能减轻血管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
弹性，防止动脉硬化，减少皮下脂肪沉积，避免肥胖。山
药中的多巴胺，具有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的功能。另
外，山药、莲藕还能改善人体消化功能，增强体质，腹泻、
消化不良的人可适当煮食。如果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痛
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肤病，则
不能吃温热发散的食物，如香菜、韭菜、洋葱、辣椒、青椒、
胡椒、花椒等，不要吃油炸烧烤，不要饮酒，可以适当吃些
苦瓜、黄瓜、芹菜、菠菜、豆芽、菊花、赤小豆。

3、预防过敏性疾病

谷雨时节仍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同时也是过敏性疾
病高发的季节。当我们在踏青赏花时出现打喷嚏、流鼻
涕、鼻塞、头疼，还伴有眼痒、流泪、鼻痒等症状，貌似感
冒，其实不是感冒了，而是花粉过敏。那么如何预防花粉
过敏呢？首先应尽量躲避花粉，加强个人防护措施，戴好
口罩，防止吸入致敏花粉，穿长衣长裤，减少花粉与皮肤
接触。每周清洗更换床罩、被单，注意身体清洁，将残留
在皮肤、头发上的花粉彻底清除，以阻挡或减少花粉入侵
屋内。出现症状要立即服用抗敏药物。

4、防范风湿病
谷雨后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风湿病易复发，应小

心防范。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不要久居
潮湿之地，不要穿潮湿的衣服，少吹风，避免淋雨，天气好时
应多到外面晒太阳，适当锻炼身体。如果出现关节肿痛、
肿胀等症状，并且日久不见好转，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懒散形骸，以养脏气
——二十四节气养生之谷雨

张仕玉
副主任医师，硕士

咸宁麻塘中医医院病区主任

4月26日是“全国疟疾日”，今年的宣
传主题是“防止输入再传播，巩固消除疟疾
成果”。针对一些疟疾常见问题，市疾控中
心急性传染病科科长刘城对此进行了解
答。

记者：目前疟疾流行概况如何？
刘城：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

之一，也是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
题。疟疾主要分布在非洲、东南亚和南美。
我国每年仍有2000多例输入性疟疾，国内传
播媒介等流行因素尚未根本改变，境外输入
疟疾引起再传播的风险持续存在。

我市已连续 9 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
例，在 2016 年达到消除疟疾标准。但自
2013年以来，我市平均每年报告2-3例输
入性疟疾病例。我市各县市区均为潜在疟
疾再传播风险地区，依然有境外输入性病
例引起本地疟疾爆发的可能。

记者：什么是疟疾？哪些人容易得疟
疾？

刘城：疟疾，是由按蚊叮咬人体后而感
染的一种血液寄生虫病，通常又叫“冷热
病”“打摆子”“发疟子”。带有疟原虫的蚊
子叮咬人体后，把疟原虫注入人体，10-20
天后就会发病。

我市已无本地疟疾病例，到热带地方
如非洲、东南亚疟疾高度流行地区旅游或
者劳务人员，应注意防范疟疾。

记者：疟疾的传染源是什么？传播方
式又有哪些呢？

刘城：疟疾的传染源是现症病人或者
无症状带虫者，当其末梢血中存在配子体
的时候才具有传染性。

疟疾的传播方式有两种：蚊媒传播、血
液传播。寄生于人体的疟原虫共有四种，
即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和
卵形疟原虫。我市目前存在的传播媒介是
中华按蚊，间日疟原虫可以经中华按蚊感
染到人身上，按蚊叮刺吸入患者或带虫者
的血后，再叮刺吸入正常人的血时，就将疟
原虫传给人。血液传播是因胎盘受损或在
分娩过程中，患疟疾或带疟原虫的母体的
血污染胎儿伤口，由母体传给胎儿，造成先
天性疟疾；也可因输入感染了疟原虫的血
液而被感染。

记者：疟疾的典型症状有哪些？
刘城：典型的疟疾发作过程分为发冷

期或寒战期、发热期、出汗期和间歇期。发
作前几天，每天或隔天可有程度不同的发

烧，同时伴有疲劳、头痛、腰背痛、肌肉酸
痛、厌食、全身或腹部不适、轻度腹泻和怕
冷等前驱症状。如果疟原虫侵入脑部血
管，则会导致最为严重的脑型疟疾，这通常
会造成病者昏迷甚至死亡。如果没有得到
及时和有效的治疗，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会
非常高。

记者：得了疟疾后，治疗的关键是什
么？有没有特效药物？

刘城：根治疟疾要规范，全程、足量服
药最关键。疟疾是一种可治愈的传染病，
在治疗上已经有很多高效的抗疟药，比如
大家所熟知的青蒿素，对疟疾有很好治疗
效果。

病人要积极配合，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就可以早康复，否则很容易造

成病情延误，导致重症和死亡病例的发生。
此外，患间日疟和卵形疟病例治愈后，

第二年3-4月份还要进行休止期治疗。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疟疾休止期治

疗？如何进行休止期治疗？
刘城：人得了疟疾后，会发冷发热、贫

血黄疸，严重的会造成死亡，对人体的危害
很大。感染于人体的疟原虫十分顽固，治
疗一次往往不能将疟原虫彻底杀灭，不易
断根。在冬春季疟疾传播休止期对上一年
得过疟疾的病人再次治疗，是为了杀灭体
内残存的疟原虫，达到根治的目的。因此，
有必要开展春季休止期治疗，减少该地疟
疾的传播风险。

上一年的疟疾病人，按照当地疾控部
门提供的药物进行服药，开展休止期治疗，
有专人负责送药，并确保服药到位。

记者：疟疾在非洲、东南亚比较常见，
对于到这些地方务工或者旅游的人，怎样
做好预防措施，避免感染上疟疾？

刘城：疟疾是通过蚊子传播，防蚊虫
叮咬最重要，要改变露宿习惯。要做好个
人防护，可穿适当的衣物，如长袖、长裤。
特别是在户外，暴露皮肤可涂抹驱蚊剂。
做好家庭防护，可使用蚊帐、纱门、纱窗，
睡前在卧室喷洒灭蚊药。搞好周围环境
卫生，清除垃圾、杂草、填平污水坑，做好
灭蚊工作。出国前应当了解目的地的疟疾
流行状况，从非洲、中南美洲、东南亚返回
后，出现发冷、发热、出汗、乏力等症状，应
主动告知医护人员旅行史，要重点查一下
是否患上疟疾。一旦感染疟疾，应按照医
嘱全程、足量服药，避免出现复发和耐药。

谨防疟疾，别让蚊子“盯”上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通讯员 姚国薇

4月21日上午，省妇幼保健院联合市妇幼保健院在我市开展出
生缺陷筛查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有序排队等候，来自省妇幼保健院
儿童心血管科、儿童重症医学科、儿童心胸外科等11个科室的专家
团队认真地为患儿查体、问诊，细致地解答家长的疑惑，并对患儿的
病症提供专业的诊断和意见。

市民张女士得知有义诊，第一时间预约挂号，当天早早地带着女
儿前来。“女儿反复咳嗽，扁桃体肿大。”张女士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省级妇幼保健院的医疗服务，太方便了。

据了解，“323”攻坚行动出生缺陷防治荆楚行活动首站走进咸宁，
整个义诊活动历时1周，将先后走进崇阳县妇幼保健院、赤壁市妇幼保
健院、嘉鱼县妇幼保健院、咸宁市妇幼保健院、通山县妇幼保健院、通
城县妇幼保健院。同时，活动联合“童心项目医院模式”，对家庭困难
儿童进行资助。

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希望全市妇幼保健机构充分利用好
“323”攻坚行动出生缺陷防治荆楚行走进咸宁这一优质资源，推动各
级妇幼保健机构之间密切联系，促进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资源有效流
动，提升基层妇幼的医疗能力和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聚焦“323”攻坚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