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胎儿罕见病诊断阻断出生缺陷
一中心医院30多种单基因遗传病实现产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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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蛋主食 女子减肥减到贫血
节食素食谨防贫血 需定期监测血常规

名中医崔乃强谈“处暑节气与养生”

早睡早起解秋乏

少量多饮抗秋燥

39岁女子突发脑梗死
元凶竟是心脏长出肿瘤

25岁的小刘身高165厘米，体重65公斤，
她一直觉得自己胖。最近小刘在网上看到一
些轻断食视频，就按照其中的食谱不吃肉蛋
不吃主食，竟然断断续续坚持了一个月，其间
有几次实在忍不住嘴馋外出打牙祭，但又赶
紧买减肥茶补救。小刘的父母并不认同她这
样的一日三餐，看到小刘虽然瘦了不少，但面
色苍白神色倦怠，非常担心。恰巧小刘单位
体检检出她血红蛋白为90克/升，建议进一
步明确贫血原因。她来到我市第一中心医院
血液科就诊，经过检查，小刘患有缺铁性贫
血，也称为营养缺乏性贫血。医生给小刘重
新制定了营养处方，并开了补铁剂，嘱咐小刘
一定要吃肉、蛋、奶、蔬菜、水果，做到饮食荤
素搭配，她的体重BMI指数（体重千克/身高
米2）为正常并没有到肥胖标准，切不可盲目
减肥。

本月18日是中国贫血日。我国第四次营
养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贫血患病率为
20.1%，其中一半为缺铁性贫血。我市第一中
心医院血液科赵明峰主任医师说，门诊病人
中像小刘这样的年轻患者不少，相当一部分
病人原本身体健康却突然发生贫血，追问起
来都有一段节食减肥或长时间素食的经历。
节食、素食、月经过多、胃溃疡等消化道疾病
以及肿瘤、妇科疾病等都可能引发贫血，因此
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气短、注意力不集
中等贫血症状应及时做血常规检查并排查身
体疾患。他还提醒市民，缺铁性贫血作为一种
营养相关性疾病，铁锅炒菜、多吃红枣、服用
保健品起到的补铁补血功效极为有限，正常
平衡饮食、荤素搭配就能满足人体对铁元素
的基本需求，是预防该病的最佳途径。

铁摄入不足吸收不良失血

三大原因导致缺铁性贫血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目前全世界
贫血人数超过20亿，其中约50%是缺铁性
贫血患者。“人体中铁含量过多或者过少都
会影响健康，比较常见的是铁缺乏。铁缺

乏被列为全球十大可预防的健康危险因素
之一。人们日常说的贫血主要指缺铁性贫
血。”赵明峰说。

铁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是构成
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和多重氧化酶
的重要成分。血液中的红细胞能供给全身组
织和细胞所需的氧气，带走心、脑、肾等重要
器官组织所产生的部分二氧化碳。缺铁导致
贫血引发红细胞数量（或血红蛋白含量）减
少，能直接造成人体脏器功能减退甚至病变。

通常发生缺铁性贫血有三方面原因：一
是铁的需要量增加而摄入不足。比如婴幼
儿、孕妇和产后哺乳期女性对铁的需要量相
对较大，易处于铁缺乏状态。二是铁吸收不
良，比如偏食、糖尿病、一些遗传性疾病都会
导致铁代谢障碍引发贫血。三是失血，尤其
是痔疮、月经过多引起的慢性失血，是缺铁
性贫血最多见、最重要的原因。长期慢性失
血，本身人体对铁的需求量相对增加，如果
再因为其他干扰因素如减肥节食、工作劳累
失于调理，更会增加缺铁性贫血的发生。
“长期贫血，青少年会影响身体发育，影

响学习成绩；女性会影响月经规律，严重时会

发生闭经，并加速容颜和脏器衰老；老年人会出
现心脏供血不足的表现，例如胸痛，心绞痛等。
贫血对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影响，因此发现贫
血，一定要及时纠正，积极治疗。”赵明峰说。

下眼睑口唇苍白应排查贫血

治疗和预防首先要平衡膳食

“长期贫血会有头晕、耳鸣、失眠、记忆力
减退、心悸、气短、食欲减退、疲劳等表现，出现
这些症状可以先自己检查下眼睑和皮肤、口唇
的颜色，如果明显苍白要去正规三甲医院进行
血常规检测。确诊贫血也不用焦虑，绝大多数
都是缺铁性贫血。”赵明峰说。成年男性血红
蛋白小于120克/升、成年女性小于110 克/升、
妊娠期妇女小于100克/升，可以诊断为贫血。

赵明峰说，缺铁性贫血的预防和治疗首先
都要纠正饮食习惯，做到平衡膳食、荤素搭
配。日常每天都应吃适量的肉蛋。红肉也就
是牛羊肉一类的瘦肉、猪肝、血豆腐等都是含
铁量高的食物，动物性食材比植物性食材含铁
量更多，吸收效率更高。素食者可多吃黑木
耳、松蘑、干紫菜、海带、菠菜、芹菜、芥菜、油

菜、红果、葡萄等，这些植物均含铁量丰富。备
孕、怀孕以及产后哺乳期女性一定要适当多摄
入含铁的食物。

对于“大枣补血”“铁锅补铁”的说法，赵明
峰表示，红枣营养丰富，但补铁效果并不显著，它
主要通过健脾提高免疫力，综合调理达到间接
补血。红枣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能多
吃。铁锅炒菜进入食物的铁元素极为有限且难
以被人体吸收。贫血高危人群及其患者可以选
择加铁酱油、加铁面粉等食物，补铁效果更好一
些。这些调味料、食材可以网购或者在规模较
大的超市购买。

药物治疗贫血需对症对因

其间不宜饮浓茶可补充维C

赵明峰说，缺铁性贫血的治疗包括对症治
疗和病因治疗。对症治疗就是指缺什么补什
么。相当多的缺铁性贫血患者在食物补铁的
同时，还需要口服补铁或者静脉输注铁剂，一
般两周左右就能起效。但不能见效就停药，需
要维持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铁剂都有消化
道反应，建议患者饭后服用药物，以减少对胃
肠道刺激。如果医生开了益血生或者生血宝
这类中成药物，女性在生理期时不要服用。
“如果口服铁剂导致消化道反应太大，而

缺铁又很严重，可以选择静脉补铁。但静脉铁
剂也有同样的副作用。第一次输注铁剂时最
好有人陪护，以免患者发生过敏反应。高血
压、糖尿病、肿瘤、妇科疾病、慢性感染、血液
病、痔疮等均可引发缺铁性贫血，病因治疗就
是指找到并积极治疗这些贫血病因，遏制贫血
发生发展。”赵明峰说。

赵明峰提醒缺铁性贫血患者，治疗期间可
适当补充维生素C。维生素C为酸性药物，具有
促进铁吸收的作用，患者可将维生素C溶剂或
片剂加入食物中饮用。另外，每日大量饮用浓茶
会导致贫血。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容
易和铁元素结合成沉淀的化合物，对胃肠功能造
成较大干扰，影响铁元素吸收。因此缺铁性贫血
患者特别是服用铁剂期间不要喝茶、咖啡。

另外，缺铁性贫血不能通过运动改善，轻
度患者可以进行散步等强度小的活动，不能
做较重的体力劳动。一旦血色素低于6克，运
动可能会导致患者胸闷、疲惫加重，引起各器
官缺氧。贫血患者无论病情轻重都要注意休
息，劳逸结合，但也不能因为贫血每天卧在沙
发上。

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
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即为“出
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处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
炎热的天气接近了尾声，但是真正的凉爽一般要到
白露以后。各地处暑的民俗活动很丰富，有吃鸭
子、放河灯、煎药茶等，多与庆祝丰收或者迎秋祭祖
有关。

天津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外科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名中医崔乃强提醒市民，处
暑时节，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人体内阴阳
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换，应早睡早起，适当午睡，以缓
解秋乏。另外，处暑后天气越来越干燥，要主动多次
少量饮水，避免秋燥。

崔乃强教授说，处暑时天气较为干燥，燥邪易灼
伤肺津，因此宜多吃具有养阴润肺功效的食物。首推
蜂蜜，它具有养阴润燥、润肺补虚、润肠通便、解药毒、
养脾气、悦颜色的功效。银耳亦是养阴润肺的佳品，
可防治干咳少痰、痰中带血、失眠多梦等病症。除此之
外，还可多吃梨、百合、芝麻、牛奶、莲藕、荸荠、甘蔗
等。雪梨、粳米、玉竹、百合熬制的百合雪梨粥清心润
肺，每日两次早晚分服适于解秋燥。另外，处暑时节秋
高气爽，户外运动是最简单的运动养生方法，特别推荐
户外散步。运动量虽然不大，但可以活动全身的肌肉
和关节，促进气血运行，还能加强心肺功能，提高抵抗
力，促进胃肠蠕动，增加食欲，尤其适合体质较弱的人
群。但处暑时节气温和湿度适宜蚊子繁衍，户外活动
要注意预防蚊虫叮咬，以免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等传
染性疾病的传播。 通讯员 毛国强 白迪迪 耿晓娟

近期，我市第一中心医院产前诊断团队
顺利完成一例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胎儿
的产前诊断。经遗传咨询后，夫妇双方决定
终止妊娠。

据介绍，来自河北省唐山市的杨女士
已经怀孕 21 周，渴望生育一个健康宝宝
的她几经周折找到我市第一中心医院产
科李卉副主任医师，希望尽快羊水穿刺
（羊水穿刺最佳时间是孕18周至 22周）完

成胎儿产前诊断。原来，杨女士 2015 年
曾经生育过一例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
（SMA）的罕见病宝宝，7 岁仍不能跑跳。
2019年她再次妊娠，羊水穿刺产前诊断依
然是 SMA 患儿，只能终止妊娠。李卉接
诊后详细地收集了患者的病历资料，产科
李虹、刘荣两位主任立即组织生殖医学
科、新生儿科、神经内科等多学科联合会
诊。专家们对杨女士之前的 SMA基因诊
断的准确性进行了讨论及分析，制定了对
胎儿羊水 SMA 基因诊断策略。很快，杨
女士顺利完成羊水穿刺并及时送检。不

幸的是本次产前诊断结果仍提示胎儿患有
SMA，目前已经终止妊娠。

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是一种常染色体
隐性遗传病，也是罕见病的一种，发病率为
1/万至 1.67/万，携带率为 1/50 至 1/40。患
者大多在婴幼儿时期起病，因运动神经元受
损出现肌肉无力和萎缩，随年龄增长，患者会
逐渐丧失各种运动功能，甚至最终无法呼吸和
吞咽，如果无有效的治疗，患者将过早死亡。

据了解，我市一中心医院产前诊断团队由
产科、妇科、生殖医学科遗传团队、新生儿科及
超声科等相关科室联合组成，在单基因遗传疾

病预防和诊断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统
计显示，在各种导致出生缺陷的原因中，单基
因遗传病约占22.2%。大多数单基因遗传病会
致死、严重致畸或致残，且缺乏有针对性的治
疗手段和治疗药物。近两年，该院已经完成了
30多种单基因病的临床诊断，累积病例180多
例，诊断率近40%。已成功完成产前诊断的单
基因疾病包括非综合征性耳聋、地中海贫血、
肝豆状核变性、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乙型血友
病、苯丙酮尿症、黏多糖贮积症和脊髓性肌萎
缩症等，有效阻断了家庭单基因胎儿的再次出
生。同时，为了单基因疾病预防关口前移，该
院为备孕和已孕夫妇开展了单基因疾病携带
者筛查。目前完成了700余例的单基因疾病携
带者筛查，其中10种常见单基因遗传病携带者
筛查的携带率为15.3%。

通讯员 汤月欣

39 岁的王女士从
外地来我市打工，近日
工作时突然说话不清
楚，右边胳膊和腿不能

动了。同事马上拨打了120，急救车将她送到我市环
湖医院急诊。经过急诊科医师及环湖医院魏铭主任
医师取栓团队检查评估，认为王女士突发急性脑梗
死，大脑主干血管阻塞，随时有生命危险，必须尽快进
行取栓手术。

专家们在最短时间内为王女士进行了经皮颅内
动脉取栓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王女士生命体征
平稳，恢复顺利。专家们发现王女士手术中取出的
栓子和一般患者有很大不同，她的栓子呈现灰白色，
与常见的血栓明显不一样。该院脑血管病融合病房
魏铭主任医师认为引发王女士急性脑梗死一定另有
原因。

联合多学科详细检查后，专家们在王女士心脏内
发现了一个黏液瘤，正是引发大脑主干堵塞的元凶。
据介绍，心脏黏液瘤是一种少见疾病，发病率约
0.01%，但却是最常见的原发性心脏良性肿瘤，约75%
的肿瘤发生在左心房，是心源性栓塞脑梗死的病因之
一。这种肿瘤大小不一，多有蒂与心房或心室壁相
连；瘤体为不规则团块状，呈葡萄形透明胶冻样，其内
主要是凝胶黏液样组织，表面有不少绒毛状突起，质
地脆而易碎，容易发生移动。在年轻人群中，心房黏
液瘤导致的中风约占缺血性中风不到1%。约30%至
50%的黏液瘤患者会发生全身栓塞，超过50%的栓塞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和视网膜动脉。脑血管系统是黏
液瘤最常见的栓塞部位。心房黏液瘤患者需要进行
心脏外科手术治疗，否则会反复发生中风，严重会猝
死。王女士出院后一个月接受了切除心房黏液瘤手
术，出院至今无脑卒中复发。 通讯员 马菁 隋蕊阳

血常规检测是贫血检查最简单便捷的手段。 沈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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