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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肖麦秋）12月12日，记者从省
红十字会获悉，我省红十字彩虹桥关
爱肾友健康志愿服务社，已在全省各
市州总计发放善款110余万元， 援助
肾病患者2.2万人次进行血透治疗 。
据悉， 需要获得救助的肾友患者，可
持病情基本情况介绍，到当地红十字
会申请 ， 或者拨打爱心救助热线
0731-88610196， 每人每年最高可获
得5000元救助款。

据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200万名

尿毒症患者，且每年约新增12万名，其
中大多数为青壮年。 透析和药物治疗
不但能延续尿毒症患者生命， 有些人
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但现实中
大多数患者因为没钱而放弃治疗 。
2011年， 一群关注肾友健康的爱心人
士自发组成红十字彩虹桥关爱肾友健

康志愿服务社， 并在各市州选择爱心
医院建立分会，展开公益救助大行动。
目前，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湘潭市
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三三一医院、郴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祁阳县人民医院、
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
均为定点资助医疗机构。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秦璐）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家
里开起了暖气，街道上的火锅、麻辣烫
等小吃店也生意红火。与此同时，急性
咽炎、 急性扁桃体炎的患者也日渐增
多。长沙市中心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
治医师马英民今天提醒，急性咽喉炎是
一种急症，病势凶猛、发病很快，严重时
会因上呼吸道炎症水肿而呼吸气促，并
引发高烧，近一个星期，该院已有3名严
重急性咽炎的患者入院治疗。

“室内外的温差、空气不流通，都容

易滋生病毒和细菌，许多市民还喜欢在
冬天吃火锅、麻辣烫等辛辣食物或有熬
夜上网等不良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引起
急性咽喉炎的主要原因。” 马英民提醒，
简单的喉咙痛和急性咽喉炎是有区别
的，如果声音突然嘶哑，说明声带所在的
喉部可能发生了炎症，需要引起重视。

不少人患病后为图方便在家自己
选用阿莫西林、罗红霉素等抗生素，结

果服用时间长又不见效，越拖越严重，
最后演变成咽喉脓肿、咳血等重症。专
家提醒， 如果感觉自己咽喉不适，发
痒、发干、灼热、微痛、想咳又咳不出来
等情况时， 最好是上医院请医生诊断
后再对症治疗。如有特殊情况，在家自
行服用抗生素也不要超过3天， 服用3
天不见效，立即上医院检查治疗，以免
病情进一步恶化，延误最佳治疗时间。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在许多妈妈看来，检查微量元素
似乎是 “为了宝宝健康成长 ”必须做
的事。然而，近日有报道称“验血查钙
是最 ‘坑爹 ’的体检项目 ”，将家长们
热捧的儿童微量元素检测推向风口
浪尖 。验血查钙到底靠不靠谱 ？微量
元素到底要不要测？12月12日， 记者
采访了儿科保健专家。

钙不是微量元素，而是
人体内的常量元素

“给孩子补充各种营养素的家长
不在少数，很多家长常常主动要求检
查微量元素。” 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所主任钟燕教授说，该院儿童保健所
年均接诊人数约为12万人次，其中大
多数都是带着孩子来体检的。

“父母们常说的微量元素 ，其实
是对人体有用的微量营养素”。 专家
介绍 ， 根据元素在人体内的含量不
同， 可分为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两大
类。 常量元素是指占人体体重万分之
一以上的元素，目前已发现钙、磷、镁、
钠、氯、钾、硫等20余种，每日膳食摄入
量在100mg以上。占人体重量万分之一
以下的称为微量元素， 人体必需的有
碘、锌、硒、铜、钼、铬、钴、铁8种，其中
碘、锌、硒为容易缺乏微量营养素。

虽然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含量
极低 ， 但与人的生存和健康息息相
关 ，摄入过量 、不足或缺乏都会不同
程度地引起人体生理的异常或引发
疾病，甚至危及生命。

钟燕特别提醒 ：“家长常常提到
的就是孩子缺钙，其实钙并不是微量
元素 ，而是人体内的常量元素 。这是
很多人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单一的抽血检查，不能
诊断孩子是否“缺钙”

对于家长们普遍关心的“缺钙”问

题，钟燕介绍，如孩子出现不易入睡、
易惊醒啼哭、多汗、抽筋、“X”型腿、“O”
型腿、鸡胸，出牙晚、牙齿排列稀疏、不
整齐，生长迟缓、学步说话晚等表现，
在医学上称为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
也就是俗称的“缺钙”，主要原因是缺
乏维生素D，导致的钙磷代谢异常。

除了这些症状外，还要进行高危
因素排查，青春期少年和两岁以下的
婴幼儿 ，特别是早产儿 、低体重儿等
在国际上普遍视为维生素D缺乏的高
危人群。孩子的饮食也是需要考虑的
因素 ，比如喝母乳还是配方奶 ，每天
肉、蛋、奶的摄入，以及阳光照射时间
是否充分等。

此外，还可以进行“血清25羟维生
素D测定”等检查。由于正常人体内99%
的钙存在于骨骼和牙齿之中， 只有1%
的钙呈离子状态存在于软组织、 细胞
外液和血液中， 与骨钙保持着动态平
衡。而维生素D主要作用是调节钙磷代
谢,促进钙的吸收、重吸收和钙在骨骼
的沉积，“血清25羟维生素D测定”可直
接反映机体维生素D的水平，对诊断具
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到底什么情况才算缺钙，并不是
一个人或是一台仪器随便就能判定
的，需要根据宝宝的饮食情况、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等一系列综合评估，实
验室检查只是辅助手段之一”，钟燕表
示，“单一的、非医学性的检查，更加不
能作为人体元素缺乏的判断依据”。

微量元素不需要常规
检测，除非有明显症状

“虽然微量元素对孩子的生长发
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一般来说，并
不需要把微量元素当成一项常规检
测项目，可根据临床表现有选择性的
进行检查。”钟燕指出，例如缺铁的儿
童多表现为乏力、面色苍黄、多动、食
欲差、伤口易感染、贫血，缺锌则表现
为口腔易溃疡 、挑食 、偏食 、厌食 、反
复的呼吸道感染。

“一般来说，只要孩子进食正常，
膳食搭配合理，在医生的指导下按时
添加辅食，不会发生微量元素缺乏。”
钟燕提醒家长们走出补充微量元素
的误区，过量补充微量元素不仅不利
于孩子的健康，各种微量元素间易出
现相互拮抗问题，如钙和锌会影响铁
的吸收率 ， 铁也会降低锌的吸收率
等，严重的还会引起中毒。

膳食平衡是关键，盲目
进补有害无益

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王曼
知指出 ， 在门诊经常有家长咨询补
钙、补铁、补锌的各种保健品，甚至是
药。她提醒，幼儿出现营养素缺乏，很
可能是吃饭出了问题。家长首先要检
查给宝宝的食物种类是否合适、搭配
是否科学， 找到问题后及时调整、纠
正 。 家长给幼儿吃营养品一定要慎
重。 每个幼儿之间都存在个体差异，
别的孩子适用的药品及用量不一定
适合自己的孩子。盲目给幼儿吃一些
营养品，有些还会导致性早熟。

专家提醒，如果孩子少量缺乏某
种微量元素， 最好通过食物补充，不
要盲目地大量补充营养品。 例如，缺
铁同时有贫血症状时，可以适量补充
动物肝脏、 绿色蔬菜以及少量瘦肉。
补锌可以吃适量瘦肉 、坚果 、粗杂粮
以及贝壳类海产品。 对容易感冒、咳
嗽的儿童，可以用黄芪、百合、胡桃仁
和甜杏仁熬粥， 有补气益肺的作用；
对于厌食的儿童 ，可用山药 、粳米等
熬粥，有健脾开胃的作用。

冬季孩子可适量吃些益智健脑
的硬壳类食品 ，如 ：胡桃 、小核桃 、栗
子和松子仁，以及含钙质、维生素D丰
富的食物，如牛奶、酸奶、奶酪等乳类
和乳制品， 豆腐、 豆浆等豆制品，虾
皮、海带、紫菜、海鱼等水产品及蛋黄
等。同时家长要多带孩子在太阳下进
行适度的户外运动，增进孩子的抵抗
力，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检验结果43个国家
和地区“免签”
省肿瘤医院成为全国

首个通过 ISO15189实验室
认可的肿瘤类专科医院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萍 彭璐）省肿瘤医院的检
验报告，将得到世界43个国家和地区
的认可。近日，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 （CNAS）专家组一行对省
肿瘤医院检验科进行了 ISO15189实
验室认可的现场评审。 经过5位专家
全面细致的评审，该院检验科以优异
的成绩通过了现场评审，成为全国首
个通过该认可的肿瘤类专科医院。

据 介 绍 ，ISO15189 认 可 是 由
CNAS依据《ISO15189:2007医学实验
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 对实验室
有能力进行规定类型的检测所给予
的正式承认，是对医院实验室质量与
能力认可的国际标准，检验结果受到
世界4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验室认可
机构的结果互认。评审专家组分别对
该院实验室管理和此次认可所申报
的5个专业领域（一般检查、血液学检
查、生化学检查、免疫学检查、微生物
学检查） 进行了严格细致的现场评
审，并在现场选取了各类临床样本进
行检验能力考核，同时现场考查了检
验人员的专业能力。

■健康话题 孩子“验血查钙”
到底靠不靠谱

■健康提醒

血透患者可申请救助
每人每年最高可获5000元救助款

寒冬警惕急性咽炎

12月19日，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卫生院医生，上门为珀塘村农民建立
健康档案。今年来，该院为全镇6万多农民建立了纸质和电子健康档案，同
时把重症精神病、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和65岁以上老人、0至6岁儿童及孕产
妇等列入重点人群管理，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保健水平。

贺上升 贺琼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