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Ⅰ·142018年4月10日 责编刘静 美编季枫 邮箱 ttjkdh@126.com天天健康

母乳是妈妈送给宝宝最好的
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食品。母
乳喂养是儿童健康和发育的基础，
同时对母亲的健康也很重要。

由于全社会的重视，母乳喂养
的好处得以普遍认同，母乳喂养率
逐年提高。但是，实施母乳喂养的
过程中，有些问题尚不容忽视。

母乳喂养的时间有讲究

《婴幼儿喂养全球策略》建议，
6个月内婴儿采用纯母乳喂养，在
添加辅食的基础上，母乳喂养可持
续至婴儿2岁及2岁以上。婴儿6
月龄以后，母乳难以提供足够的营
养素，同时，食物种类由乳类转变
为半固体和固体对儿童的功能发
育和能力获得至关重要，因此，需
要及时添加辅食。如果辅食添加
不及时，则容易出现营养物质的缺
乏，出现营养相关性疾病如贫血、
营养不良、微量元素缺乏等，影响
机体的发育和抵抗力。

母乳喂养也需补充维生素

母乳营养丰富，但某些物质如
铁、维生素K和维生素D在母乳中
很少。

纯母乳喂养的婴儿，如果户外
活动少，未额外补充强化维生素D
的食物或维生素D的制剂，则容易
引起佝偻病。

维生素K缺乏与新生儿期自然
出血有关，目前我国新生儿娩出后
常规肌注维生素K1预防新生儿出
血症。单纯母乳喂养又未补充维生
素K的婴儿，以及有慢性腹泻、营养
不良、长期应用抗生素治疗的孩子，
会在生后半月至3个月出现严重的
颅内出血或消化道出血，预后非常
差，因此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早产儿也应母乳喂养

对早产儿来说，建立起成功的
母乳喂养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
间。对于出生体重较低的早产儿
（2000克以下），除母乳外还需要
额外营养，如更多的蛋白质、能量、
维生素和矿物质，因此需要强化母
乳喂养或在母乳不足时加早产儿
配方奶混合喂养。但无论如何，母
乳含有任何配方奶所不具备的必
需营养和免疫物质，对早产儿也应
该母乳喂养。

母亲患乙肝可否母乳喂养

有研究表明，即使对新生儿无
免疫预防措施，母乳喂养和人工喂
养新生儿的乙型肝炎（HBV）感染
率几乎相等，即使孕妇HBe-Ag
呈阳性，母乳喂养并不增加新生儿
的HBV感染风险；对新生儿采取
正 确 预 防 措 施 后 ，不 论 孕 妇
HBe-Ag是否呈阳性，其新生儿
均可直接母乳喂养。单纯乙肝携
带者母亲，新生儿在出生12小时
内注射乙肝疫苗后，母乳喂养并不
增加HBV感染的风险，应尽量进
行母乳喂养。母亲患小三阳、大三
阳时，出生后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
（HBIG）和乙肝疫苗后，一般可以
母乳喂养；但最好到医院做肝功能
等检查以便做出最后综合判断。

半价种植体、半价牙冠
4月15日等你免费赢奖

豪礼1：半价种植体
豪礼2：半价牙冠
豪礼3：超值代金券
豪礼4：爱牙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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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拜博种植牙直播，赢半价种植牙大奖
4月15日（本周日），拜博口腔邀您“看直播、赢大奖”，马上拿起电话报名吧！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 | 拜博口腔在每年的世界卫生日期间都会举办大型口腔健康公益活动，积极开
展口腔健康宣传工作。2018年世界卫生日期间，拜博口腔联合本报举办“看直播、赢大奖”公
益活动，即日起至4月15日，缺牙读者可拨打电话报名免费参与活动，现场还可赢取半价种植
体、半价牙冠、爱牙大礼包等豪华大礼！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种植牙到底疼不疼呀？”
74岁的秦奶奶准备种牙了，可
她最怕的就是疼，从见了医生
的面以后，一遍又一遍地问同
一个问题。经过拜博口腔彭布
强院长反复耐心解释，老人家

还是十分不安，就怕种牙手术
会疼得受不了。见过医生的第
二天一大早，秦奶奶又打电话
问彭院长：“种植牙真的不疼？
我昨晚一夜没睡，就是怕呀。”

为了帮助像秦奶奶这样的

患者克服种牙恐惧，拜博口腔
再次举办种植牙直播活动，让
大家零距离观看种植牙手术全
程。道听途说不如现场一看，
种牙到底疼不疼，4月15日（本
周日）到拜博口腔一看便知。

拜博口腔数字化技术让种
植牙手术不再血淋淋、不再疼
痛难忍，成功解决老年人最担
心的疼痛问题，拯救了成千上
万怕疼的种植牙患者，让老人
在清爽舒适中重获一口好牙。

拜博口腔是联想控股成员

企业，有25年辉煌历史，覆盖
全国50多个城市，拥有200多
家医院和门诊部。2017年，拜
博集团种植复杂病例诊断设计
中心成立，会集国内外一流种植
牙专家，为复杂病例提供全方位
的治疗方案，专种“难种”之牙。

74岁老太怕种牙 反复追问“种牙疼不疼”

数字化种植牙手术 拯救怕疼缺牙老人

（为保护患者隐私，图片已模糊处理）

□记者 刘静

惊！清明三天假，五人查出大肠癌
便血、疼痛、肛门长疙瘩、瘙痒、便秘等是肠癌高危症状，市民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
0371-65795660可申请免费筛查

核心提示 | 清明小长假期间，据郑州丰益肛肠医院门诊统计，肛肠病患者就诊人数呈现小高峰，以便血、肛门长疙瘩、
疼痛、瘙痒等症状为主，且急诊、重症患者明显增多，并查出五例肠癌患者。

“一直以为便血就是痔疮，谁
知道是肠癌，还是晚期！要知道
就早查了！”趁假期来筛查的刘先
生才知自己错估了病情。

“仅清明假期三天就查出五
例肠癌晚期患者，他们与刘先生
一样，都是趁假期来参加丰益医
院的肛肠病免费筛查活动，且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把便血、肛门长
疙瘩、疼痛、大便干燥等肛肠病症
状不当回事，一拖就是十多年。
直到忍无可忍才来就诊，一查已
是晚期，后悔莫及！”郑州丰益肛
肠医院特邀专家刘佃温教授说。

刘佃温教授介绍，九成肠
癌患者在发病初期被误诊为

“痔疮”，这与两者都伴有便血
这一症状有关，市民很难辨清
是痔疮还是肠癌。因此，出现
以下症状，务必及时到正规医
院就诊检查：

1.排便习惯。之前排便很
规律，最近拉肚子或便秘频繁。

2.便秘。大便困难或粪便
变细，且一次不能排净。

3.腹泻。水性粪便中混杂
血液，便后有残留的感觉。

4.肛门疼痛或瘙痒。
5.肛门肿物脱出。肛缘有

肿物隆起或直肠内肿物脱出。
6.便血。多表现为大便表

面带血，颜色鲜红或暗红。

数据显示，大肠癌已成为
我国继胃癌、肺癌后的第三大
恶性肿瘤，80%的患者被确诊
时已到中晚期。专家建议，40
岁以上群体应每年做一次肛肠
常规检查。

据悉，丰益肛肠医院采用
的彩色超导光电子肛肠镜，可
将肛肠内部深层病灶进行实时
采集并显示，患者现场即可看
到结果，检查仅三五分钟，无痛
苦和不适感。

三天查出五例大肠癌，
便血还需早筛查

调查 | 重视 |大肠癌6大高危信号，切莫仅当痔疮治

福利 |大肠癌全城免费筛查，每日仅限前10名

专家推荐

□记者 魏浩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
病日”。当天上午，在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河医院区门诊楼
前，该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
专家将走出诊室，为百姓举行
免费义诊和科普宣教活动。

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退行
性疾病，主要表现为三大运动
症状：运动迟缓、肌强直和静止
性震颤，还伴有很多非运动症
状，如嗅觉减退、便秘、睡眠障

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很多病
人甚至伴有焦虑抑郁等，严重
影响患者以及照料者的生活质
量。病情的不断进展更会导致
很多患者失去面对生活的勇气
和信心，承受着身体上和精神
上的双重痛苦与负担。

据了解，欧洲帕金森病联
合会从1997年开始，将每年的
4月11日定为“世界帕金森病
日”，以此纪念最早于1817年

发现和描述这种疾病的英国内
科医生詹姆斯·帕金森博士，许
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
都选择在4月11日这天举办帕
金森病主题活动。

为了更广泛地普及帕金森
病医学知识，提高社会各界对
帕金森病的认识，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拟于4月11日（周
三）上午 8：30 至 12：00 举行

“世界帕金森病日”大型义诊和

宣教活动，届时神经内、外科专
家将为帕金森病或疑似帕金森
病患者现场解答关于诊断、药
物治疗、脑起搏器手术治疗、康
复治疗的相关问题。当天下午
2：30至5：30，专家还将在该院
3号病房楼21楼会议中心进行
科普健康宣传活动，参加义诊
和宣教活动的患者都能获赠宣
传科普材料和小礼品，并能预
约免费的术前评估。

4月11日，有场大型帕金森病义诊 □记者 李晓敏

为了帮助更多医院了解癫
痫，进而更加精准地诊治癫痫，
4月7日，依托河南省人民医院
互联智慧专科联盟、由河南省
脑血管病医院牵头的河南省癫
痫精准诊治协作中心成立。

当天，协作中心首批30家
成员单位获得了授牌。中国抗
癫痫协会理事、北京宣武医院
功能神经外科主任遇涛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主任梁庆华教授先后进行专家
授课。

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河南省抗癫痫学会主
任委员韩雄介绍，癫痫俗称羊
癫风，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
常放电，导致大脑短暂功能障
碍的表现。这是神经科常见的
一种疾病，全世界有近7000万

患者，中国占七分之一。作为
人口大省，河南的癫痫患者有
近80万人，并且每年以3万人
的速度不断增加。然而，目前
河南在癫痫病的诊疗方面还存
在一些问题，全省仅有9家医院
具备专科医师和规范性视频脑
电图，各医院的诊疗能力和科
研水平参差不齐，很难为患者
提供同质化服务。

省人民医院院长顾建钦表
示，河南省癫痫精准诊治协作
中心不仅有助于推动和深化亚
专科发展，同时对进一步强化
协同协作，全面提升癫痫的系
统、规范、精准诊疗具有重要意
义。未来，该中心将在专家资
源整合、医疗机构协同、病种病
源研究、患者全周期健康管理
等方面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河南成立癫痫精准诊治协作中心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崔冰心

母乳喂养，
这些问题别忽视

（作者系郑州大学基础医学
院 徐昊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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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活动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