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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览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伟琰

叶酸缺乏是造成孕妇流产、
死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
患儿终身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很多准妈妈都不遗余力地
补充叶酸。不过，河南省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郑
瑞君提醒，准妈妈过多地食用叶
酸或可导致后代发生一些疾病。

“合适剂量叶酸的摄入可以
有效降低后代遭受神经管缺陷的
风险，比如脊柱裂，尤其是在怀孕
的头10周。”郑瑞君说，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标准为，健康孕妇每
天应摄入0.4mg的叶酸，而有神
经管缺陷家族史的女性被推荐的
量则为健康孕妇的10倍左右，即
每日摄入5mg左右的叶酸。

然而，很少有研究去观察叶
酸摄入的安全上限量，有些怀孕
女性则会不经意地增加叶酸的摄
入量。一篇发表于国际杂志上的

研究论文中，来自波尔图大学等
处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在
怀孕期间摄入过量叶酸的女性或
会导致其后代在以后的生活中患
肥胖和糖尿病。

“由此可见，孕期盲目服用叶
酸的情况亟待避免。”郑瑞君说，
由于每个人身体中叶酸的含量不
同，有的准妈妈对叶酸的需求更
高些，因此叶酸的补充量需要按
检查结果，遵医嘱进行补充。

应从何时开始补充叶酸？据
郑瑞君介绍，对于备孕女性来说，
应该从备孕期开始就主动补充叶
酸，至少提前三个月开始，并且整
个怀孕期间都要坚持服用。

据郑瑞君介绍，对于大部分
准妈妈来说，日常饮食中注意多
吃含叶酸量高的食物是必须要考
虑的，可以多吃燕麦、蛋黄、西兰
花、动物肝脏、胡萝卜、猕猴桃、牛
奶等叶酸含量高的食物，有一些
食物的维生素C等含量也很高，

还有利于叶酸的吸收。
有些人认为是药三分毒，怀

孕期间应该少吃药，因此不想补
充叶酸片剂，期望通过食物补充
叶酸。这种理解是错误的。郑瑞
君说，很多果蔬中虽含有叶酸，但
叶酸属于维生素的一种，十分容
易流失，一旦加热，叶酸的流失就
会加快，甚至长时间存放也会造
成叶酸流失。因此，每天吃很多
果蔬其实是不够补充叶酸的。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曹咏

9月16日，郑州大学第一
附院郑东院区开诊一周年，在
该院区广场上，该院30多个
科室的专家组成义诊团，为老
百姓进行现场义诊，同时该院
当天所有科室全部免挂号费。

在义诊现场，该院急诊科
的医生就急救知识对围观群
众进行了演示：儿童突然被噎
住怎么办？心脏停跳怎么办？

据悉，开诊一年来，郑东
院区门急诊总量 976310 人
次，出院人数为117995人，手
术58892台，这其中，三、四级
疑难手术占八成以上。

一年来，郑大一附院实现
了“一院三区”差异化发展、同
质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和规范
化运行，让省内外更多的群众
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提升了医院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特别是郑东院区，已经成
为河南省卫生界对外交流的
一张亮丽名片。郑大一附院
党委书记张水军说，目前的郑
东院区正在努力建设“三个一
流中心”——国际一流的医疗
中心、国际一流的保健中心、
国际一流的学术交流中心。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响应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郑大一

附院郑东院区从开诊之日起，
即对郑东院区住院患者中的
全省低保人群实行减免部分
医疗费用的优惠政策。

“一年来，累计为符合政
策的5076名患者减免医疗费
用4459万元。”郑大一附院副
院长苟建军说，这个优惠措施
今年会继续执行。

苟建军说，这个政策涉及
五类病人，这些病人在医保和
新农合报销后，个人承担部分
在1万元以内的（含1万元），
医院全免；1万元以上的部分，
医院免一半，个人承担一半。

能享受到优惠的这五类
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享受
补助）包括：

1.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待遇的人员（持由民政部
门颁发的低保证）；

2.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待遇的人员（持由民政部
门颁发的低保证）；

3.享受低收入家庭保障待
遇的人员（持由民政部门颁发
的低收入家庭救助证）；

4.持由县委扶贫办开具的
扶贫对象（含贫困户和特困
户）证明的患者；

5.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规
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凭
证件或证明材料。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晓凡

如何找到癌症治疗中最
主要的“靶子”？哪些基因突
变 会 容 易 诱 发 癌 症 的 发
生？9月15日，“第八届中美
癌症研究前沿论坛暨第五届
郑州国际癌症论坛”在河南省
郑州市拉开序幕。

本次论坛汇集了中国、美
国、韩国等多个国家的40余
位著名院士及专家学者，在为
期两天的会议中，众多肿瘤大
腕以“肿瘤精准防治”为主题，
就肿瘤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及防治领域的最新进展，开展
了学术交流及专题讲座。

本次论坛由中美（河南）
荷美尔肿瘤研究院、河南省肿
瘤医院（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医学部、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协办。

“中美癌症研究前沿论坛
和郑州国际癌症论坛是一年
一度的学术交流盛会，承载了
我们对人民健康的期盼，对医
学发展的追求，我们期待通过
论坛的举办，为国内外专家学
者搭建交流互鉴的平台，也为

预防和减少癌症发病率探索
新思路与新途径。”开幕式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
书长王梦飞说，希望参加论坛
的河南专业人员抓住这个难
得的机遇，向国内外专家学者
多学习、多请教，进一步提高
癌症研究和防治水平，更好地
服务肿瘤患者、造福中原人
民。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是癌
症高发省份，近几年癌症发病
率和死亡率都呈上升趋势，因
此，癌症防治一直是我省医疗
卫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据了解，本着“预防为主”
和“以基层为重点”的方针，我
省不断健全癌症防治体系，建
立癌症信息化登记平台，覆盖
了全省 27 个县（市、区）的
2600余万人。

面对共同的挑战，上世纪
80年代，中美科学家就联手，
共同对抗癌症。2009年以来，
两国科学家先后组织召开了
多届中美癌症前沿论坛，促进
了两国科学家在肿瘤防治领
域的交流和互动，对推动我国
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记者 林辉

常见的脑病包括脑血管病、
更年期综合征、头疼头晕、失眠、
抑郁等，这些疾病严重影响人们
的身体健康。为提高治愈率，降
低该类患者死亡率和致残率，由
河南省中医药学会、河南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主办，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的中原脑病

论坛暨首届河南脑病学术大会将
于10月13日~15日在郑举行。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脑病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会
议立足河南，放眼全国，将以脑病
的中西医防治、诊断、治疗、康复、
健康管理暨脑病重点专（学）科建
设为核心，设立“走近院士，对话
大师”主会场和脑血管病、脑研究
及脑健康论坛、头痛论坛、眩晕论

坛、睡眠障碍论坛、帕金森病及认
知障碍论坛、神经变性病论坛、脑
血管病介入论坛、名医传承论坛、
神经免疫疾病论坛等分论坛。

届时，将邀请长期从事中西
医脑病及相关领域的院士、国医
大师及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中西
医防治脑病新进展做精彩演讲，
并进行广泛研讨交流。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新生儿泪囊炎是一种什么
病？

“新生儿泪囊炎又称先天性
泪囊炎，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婴幼
儿眼病，发病率可高达6%。”郑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
科二病区主治医师赵春柳说，通
常，新生儿的泪道在鼻泪管的出
口处有层膜状物封闭，大多数新
生儿在出生后一到四周就会自行
破裂，泪道开始畅通。但也有一些
孩子出生后泪道出口处的膜状物
没有及时破裂（大多为剖腹产患

儿）或由于鼻腔发育畸形等因素，
都会造成泪道阻塞，致使泪水潴留
在泪囊内。泪囊内的湿度最适宜
细菌生长繁殖，一旦感染，就会出
现流泪同时伴有眼中分泌物增多
的现象，从而导致新生儿泪囊炎。

在门诊上，每次碰见这样的
患者，赵春柳会对孩子采取“阶梯
疗法”：首先采用保守治疗，局部
滴用抗生素眼药水，同时向鼻泪
管方向对泪囊进行按摩，2周后
复查，症状未缓解者用妥布霉素
眼水泪道加压冲洗，如果这些仍

未奏效，再进行探通术治疗。
赵春柳介绍，传统的探通术

是用探针探通后再行泪道冲洗确
定疗效，经过临床多次反复研究，
她将这种手术方法进行了改良。

“改良式泪道探通术一次性
进针即可完成。”随后，他们对117
个孩子进行术后3个月随访，结果
显示，一次成功率为94.23%。

“改良式泪道探通术治疗新
生儿泪囊炎操作简便，治愈率高，
并发症少，并可极大地降低患者
治疗成本。”赵春柳说。

一封来自湖南患者的感谢信

巧手造就宝宝干净的双眼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陈燕 文 通讯员 夏玮羲 图

核心提示丨7个月大的湖南宝宝被眼病困扰半年多，最后，
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郑州市眼科医院）内，该院眼科医生
赵春柳几分钟帮孩子脱离了困境。昨天，这位宝宝的家长专
门从湖南寄来感谢信，上千字的文字中，倾诉着对河南、对郑
州医生的感激。

9月18日，在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封用手书
写的感谢信。通过这封信，记者
逐渐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7个月大的宝宝是湖南人，
自出生后，右眼常常流泪，同时眼
屎很多，在当地医院诊断为新生
儿泪囊炎并做了两次手术。

“每次手术后孩子的眼角鼻
腔会有鲜血流出，看得我们做父
母的心在滴血，但孩子依然流泪、
眼屎也没有减少，医生说可能因

为小孩鼻腔发育畸形造成的，建
议我们再去找有经验的医生看
看。”信中，宝宝的母亲王女士说，
这时，一家人刚好来河南探亲，经
过各方打听，便带着孩子来到多
人推荐的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理，就挂了小儿眼科赵春柳医生
的号。”王女士说，令她感动的是，
赵春柳医生听完孩子的治疗经过
后，耐心地为孩子做了检查，并认
真地给王女士画图讲解了孩子的

发病原因和需做手术的步骤及预
后，并宽慰家长不用太紧张。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三四分
钟的时间，手术顺利进行。“赵医
生灵巧轻柔的手法几乎没让宝宝
哭几声，眼角和鼻腔没有出血。
手术后第二天，宝宝的眼睛就干
干净净了。”王女士说，这次就诊
经历让她感觉很温暖，回湖南后，
怀着尊敬的心情写了这封感谢
信，“对贵院及赵医生精湛的医术
和医德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7月大宝宝天天“以泪洗面”，郑州医生帮解决

改良手术方法，“围剿”新生儿泪囊炎

孕期叶酸补过量 或致后代糖尿病

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继续推行救助政策

低保病人自费低于1万元
全免

第八届中美癌症研究前沿论坛在郑召开

世界肿瘤大腕聚郑
交流“肿瘤精准防治”

河南脑病学术大会10月将在郑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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