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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卵巢储备功能，就是指
卵巢内存留的、可以发育成熟的
小卵泡数量，这个数量反映了女
性的生育潜能。

除了做彩超、抽血查性激素
六项之外，还有一种更简便的检
测办法：查AMH，中文名叫“抗
缪勒管激素”。

褚玉霞教授说，AMH是评
估卵巢储备功能的有效和敏感
的指标。它的水平越高，说明卵
泡数量越多，卵巢的储备功能越
好，生育能力就较强；水平越低，
就代表着卵巢功能正在衰退。

“ 除 了 评 估 生 育 能 力 ，
AMH检测还能够用于辅助诊
断因性腺激素异常导致的各类

妇科内分泌疾病，如卵巢早衰、
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如果能及
时发现，及早干预，就能及早获
益。”

所以，无论是已婚女性还是
未婚女性，都有必要做。尤其是
多囊卵巢、卵巢功能减退、围绝
经期女性、不孕不育、复发性流
产女性，更需要高度关注。

大型公益活动：500个免费
检测名额+大咖义诊

值得一提的是：AMH检测
不受月经周期和激素避孕药的
影响，可在任一天、任意时间检
测；无需空腹，只需抽2毫升血，
就能快速准确地反映卵巢储备
功能。

临近三八节，大河报联合仲

华国医馆，推出关爱女性健康大
型公益活动——免费为500名
女性做价值320元的卵巢储备
功能检测（AMH）。

即日起至3月2日，18岁~
50岁的女性可拨打本次公益活
动热线电话 0371-63332530，
0371-63866676（8：00~20：00）
预约AMH检测。

3月3日（本周日）上午，平
时“一号难求”的褚玉霞教授将
亲自坐诊仲华国医馆，免费为大
家“一对一”查看检测结果，并当
场给予方案。

同时，我省知名妇产专家李
淑敏教授、张爱英主任、王玫玫
主任等，都会在活动当天齐聚仲
华国医馆，一起为女性朋友义
诊。

机会难得，快报名吧！

我国是肝炎大国，丙肝、脂
肪肝、酒精肝、药物肝等多发肝
炎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养肝护
肝刻不容缓。其实，很多肝炎
是可以提前预防的。专家表
示，公众应增强对肝炎的认知
和防控，合理饮食、适量运动，
保护肝健康。

八成丙肝患者
在疾病早期并无明显症状

对于肝炎，若不及时干预、
治疗，可能会发展为肝硬化、肝
癌，危及生命。而在各种病毒
性肝炎中，丙肝早期症状隐匿、
病情进展较快，是传染性肝炎
防治的重中之重。“一般情况
下，早期丙肝患者没有任何症
状，不易被发觉，很多丙肝患者
是在后期出现厌油腻、没食欲、
疲倦等症状后，才去医院检查，
耽误了治疗。”王奇介绍说。

丙型肝炎是由丙肝病毒
（HCV）引起的一种肝脏疾病，
一旦感染了HCV，就会对肝脏
造成持续损伤，由于起病隐匿，
80%的患者并没有症状，在疾

病早期往往并不引起明显不
适，不像乙肝病毒会造成食欲
不振、无力、小便黄等症状，这
导致丙肝早期患者很难意识到
有问题，甚至感染十几年后发
生严重的肝脏损害时才发现是
HCV感染。HCV进展缓慢，但
在感染20多年后 5%~15%的
患者进展为肝硬化或肝癌。

对于治疗丙肝，目前的医
学已有了长足进步。既往治疗
丙肝需联合注射干扰素，不同
的基因型患者有不同的疗程，
副作用发生比例高，最大的缺
点是治疗效果不理想，一部分
患者无法治愈。而最新的口服
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DAAs）
免去了注射的麻烦，有效性和
安全性更高，疗程明显缩短，一
般服用12周药物就可实现治
愈，治愈率达98%以上。

世卫组织2018年丙肝防治
目标中提出，2030年前在全球
消除肝炎，并实现以下目标包
括：由不安全的血导致的新发
感染为零；90%慢性丙肝得到
诊断；80%应治疗者得到治疗；
90%获治疗者治愈；丙肝新发
感染降低90%；丙肝相关死亡
降低65%。

如有感染丙肝的高危因素
孕前一定要进行丙肝筛查

临床上有不少患者提出疑
问：丙肝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患者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结
婚、生育？

专家表示，丙型肝炎病毒
主要通过血液传播，如输血、器
官移植、内镜检查、牙科操作、
静脉注射、母婴传播等，也可以
通过性传播。

感染了丙肝病毒的女性，
如果病毒没有彻底清除便怀
孕，可能会把丙肝病毒传播给
孩子。因此，建议结婚备孕的
女性及男性，如本身有感染丙
肝的高危因素，一定要进行丙
肝筛查。如患有丙肝，需要及
时清除丙肝病毒。

此外，一些丙肝治疗中的
误区，应引起注意：一是错把丙
肝当乙肝治；二是认为保肝药
是万能药；三是认为日常接触
会传染乙肝、丙肝；四是认为肝
区不痛就不会患肝病等。

2月24日，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成长天使基金
授牌及公益救助仪式暨
罕见病日大型公益关爱
行动，在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中
西医结合儿童医院举行，
为河南的小胖威利综合
征患者送上关爱。同时，
该医院也成为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成长天使基金
在河南的首个定点医院。

小 胖 威 利 综 合 征
（PWS）是一种染色体异
常的罕见疾病，于2018年
纳入国家罕见病目录。
患者无法控制自己的食
欲，饥饿感难以满足，体
重持续增加，发展成为重
度肥胖，并引发一系列如
代谢紊乱、高血压、冠心
病、睡眠呼吸暂停等并发
症，甚至会有猝死危险。
此外，患者第二性征发育
不完全，生长延迟，心智
迟缓，身材矮小，往往伴
有严重的行为问题。

“该病临床表现复杂
多样，很多患者早期被误
诊、误治。”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
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郑
宏教授说，如果能早期通
过基因筛查方式进行诊
断，并给予包括生长激素
在内的多学科协作治疗，
可有效延缓和防止多种
并发症的出现，从而大大
提高小胖威利综合征患
者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及
社会负担。

在义诊中，马丙祥教
授、郑宏教授、冯斌教授
等专家细心检查患儿身
体情况，对家长提出的疑
问耐心解答，并为患儿免
费进行了Griffith发育评
估、脊柱侧弯评估和运动
训练指导。

据悉，作为小胖威利
患者关爱项目定点诊疗
中心，到该医院就诊的2
周岁以内、新确诊的患
者，可以提出救助申请。

卵巢年轻才是真年轻，有些人30岁就早衰了——

本报送出500个免费名额，查查吧！
月经不调、久不怀孕、皮肤松弛、失眠多梦、紧张焦虑……如果你有以上任一症状，建

议尽快自检或到医院检查。因为，这很可能是排卵功能障碍。
“女性一生平均排出约400个卵细胞，随着年龄增长，卵泡的数量和质量也会随之下

降。比如有人40多岁照样生孩子，有人30岁就卵巢早衰了，就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实际年
龄并不等于卵巢年龄，更不等于卵巢储备功能。”河南省中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褚玉霞教
授说，生育女性应该把卵巢储备功能评估纳入到日常体检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早诊早治是丙肝治愈的关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编者按 在各种病毒性肝炎中，丙肝早期症状隐匿、病情进展较快，是传染性肝炎防治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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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世卫组织提
出在 2030年前消除丙肝，
同时实现以下哪些目标（）

A.丙肝相关死亡降低
65% B.丙肝新发感染降低
90% C.90%获治疗者治愈
D.90%慢性丙肝得到诊断

温馨提示：读者可留存本
系列报道，待报道刊登结束
后，将有有奖竞答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魏佳 琳陈璐

河南省儿童癫痫诊
疗中心近日落户郑州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这标志
着河南省儿童癫痫诊断
治疗迈入新时代。

癫痫是最常见的小
儿神经系统疾病，是由多
种原因造成的一种慢性
脑功能障碍，表现为非诱
发的、不可预期的反复癫
痫发作，常伴有各种精神
行为问题、认知障碍等。

调查显示，我国癫痫
患病率高达7.2‰，而儿童
的发病率最高，15岁以下
儿童癫痫患者约占全部
癫痫患者的40%~50%。

不过，专家表示，小
儿癫痫治疗效果相对好，
多数是可以控制的，关键
是早发现、早诊断、规范

治疗。通过口服药物，治
愈率可达65%，不能通过
药物控制的癫痫有很多
也可以通过手术、神经调
控治疗等方法予以控制。

癫痫临床诊疗过程
复杂，需要多科协作与配
合，河南省儿童癫痫诊疗
中心涉及小儿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儿童康复科、
医学影像科等学科，包括
神经电生理科、神经影像
等专业，拥有医学影像专
家张小安、儿童康复专家
王军、小儿神经内科专家
贾天明、小儿神经外科专
家马云富、儿童康复专家
朱登纳及医学影像专家
赵鑫等团队，为癫痫患儿
提供一站式服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尚睿

河南省儿童癫痫诊疗中心
落户郑大三附院

小胖威利患儿
可申请成长天使基金救助

女性为什么要评估卵巢储
备功能？

行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