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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行动呵护宝宝健康

为响应国家“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医疗保健”号
召，首届京津冀儿童保健论坛近日在京召开。与会专家
共同启动了抵御肺炎球菌性疾病的“一分钟·护一生”项
目，号召广大重症医生、预防保健医生和儿科医生积极
投入到“一分钟行动”中，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中多花一
分钟时间，向家长介绍肺炎球菌的危害与防治知识，敦
促家长为孩子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加强宣传教育
工作，促进建立“治疗+预防”的公共卫生协作格局。

此次启动的“一分钟·护一生”项目，呼吁包括儿
科、儿童保健门诊、预防接种门诊、疾病预防与控制工

作的专业人员等在内的所有为儿童提供健康服务和医疗
服务的机构和人员，积极投身于肺炎球菌疾病的宣教工
作，希望通过专业医务人员的广泛参与，提高全社会对
肺炎球菌疾病的认知和关注，树立“预防胜于治疗”的
观念，从而更好地推动疾病控制和预防接种工作，帮助
广大儿童免受肺炎球菌疾病的侵扰。

1岁以下是肺炎球菌易感人群

在所有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中，肺炎球菌性疾病是导
致全球 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病因。据统计，全球每
年有 70 万至 100 万 5 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球菌疾病。在
我国，每年大约有3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球菌感染
所导致的疾病，死亡人数位列全球第六。

“肺炎球菌也叫肺炎链球菌，广泛存在于健康成人和
儿童的鼻咽腔中，主要通过呼吸道和飞沫传播。一旦宝
宝抵抗力下降，肺炎球菌便可伺机入侵身体多个部位，
引起一系列侵袭性或非侵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如中耳
炎、鼻窦炎、脑膜炎、菌血症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
科副主任侯新琳教授表示，儿童肺炎中，肺炎球菌是主
要致病菌，约一半严重的儿童肺炎由肺炎球菌引起，且
肺炎球菌导致的脑膜炎病死率和后遗症远高于 B型流感
嗜血杆菌和脑膜炎奈瑟氏菌。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侯新
琳呼吁大家一定要重视肺炎球菌疾病，多花一分钟关
注，多尽一份责任，就可能让一个宝宝免受肺炎球菌的
侵害，甚至只需这一分钟，就能挽救一个生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梁卫兰教授表示：
“1岁以下是儿童感染肺炎球菌的高风险期。宝宝刚出生
时，受到来自母体的抗体保护，能够抵御疾病的发生。
但随着宝宝的长大，母传抗体会在出生 6个月后消耗殆
尽，此时宝宝自身功能尚未发育完善，缺乏相应抗体，
极易受到肺炎球菌疾病的侵袭。”保障儿童健康成长，远
离疾病威胁，既是家长们的责任，也是广大医护工作者
的义务。所以她向所有的儿科医生呼吁：多花一分钟时
间，了解肺炎球菌疾病，积极为婴幼儿家长提供肺炎球
菌疾病知识，一分钟的付出，就能让宝宝远离肺炎球菌
疾病困扰！

及早预防接种构建免疫屏障

当前，使用抗生素仍是治疗肺炎球菌疾病的主要方
法。近年来，由于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肺炎球菌的耐
药性问题日趋严重，使得肺炎球菌疾病的治疗难度越来
越大、费用越来越高。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副
主任张良芬教授表示：“目前很多医务工作者对肺炎球菌
疾病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往往有‘重治疗轻预防’的
观念。事实上，对于抵抗力较弱的宝宝来说，频繁使用
抗生素，不但不能起到改善病情的作用，反而让宝宝经
受更痛苦的治疗过程，有时甚至可能出现无药可治的局
面。对于肺炎球菌疾病，预防的意义远胜于治疗。”为
此，她向广大预防保健医生呼吁：要增强预防胜于治
疗”的观念，多花一分钟时间，主动将肺炎球菌的危害
以及预防接种的重要性传递给家长，做好儿童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工作。

面对肺炎球菌疾病对儿童健康的严重威胁，以及抗
生素的耐药问题，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将肺炎球
菌疾病列为“需极高度优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及
早进行预防接种，为宝宝构建起免疫屏障，是对抗儿童
肺炎球菌疾病的最佳方法之一。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儿童健康发展中心组组长韩
颖教授表示，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最
有效、最安全的手段。然而在我国，公众尤其是广大儿
童家长，对肺炎球菌疾病的预防意识薄弱，使该病成为

“被遗忘的儿童健康杀手”。她也向广大儿童保健医生呼
吁，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响应“一分钟·护一生”行动，多
花一分钟时间，多掌握一点肺炎球菌知识技能，努力提
高全民防病意识，通过有效的预防手段，让每一个宝宝
都能健康成长。

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不但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快
乐，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针对 5岁以下儿童死
亡的主要病因——肺炎球菌，“一分钟行动”十分必要。
只有包括儿童保健医生、家长在内的全社会都重视肺炎
球菌疾病的危害，了解正确的预防和治疗方法，才能降
低其危害，确保儿童健康成长。

脑胶质瘤作为神经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
度高、生长快、病程短、术后易复发且高致残，被认为
是神经外科治疗中最棘手的疾病之一。虽然现代科学取
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脑胶质瘤目前仍不能根治。在近日
举办的“首届 CSCO—再鼎肿瘤学高峰论坛”上，北京
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专业
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江涛表示，在脑胶质瘤中，胶质母
细胞瘤的恶性程度最高，患者 5年生存率低于 5%，尚不
及肺癌5年生存率的1/3，预后极差。目前能做到的只有
尽量缓解疾病，在保证患者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延长患者
生命。

胶质母细胞瘤是神经外科治疗中最棘手的难治性肿
瘤之一，它的复发率几乎是100%。长期以来，针对母细
胞胶质瘤的治疗主要以手术为主，结合放化疗等，但这
些手段对患者的整体生存提升有限，亟需新的治疗方
法，延长患者生存期，同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常务副主
任毛颖介绍说，目前，胶质瘤的诊治观念一直在不断更
新、变化，随着一些新技术的发展，也让胶质瘤诊治有
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肿瘤电场治疗，有望延长母细胞胶
质瘤患者生存期。该治疗是一种利用特定电场频率干扰
细胞分裂，抑制肿瘤增长并使受电场影响的癌细胞死亡
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近日，肿瘤电场治疗产品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授
予了创新医疗器械资格认定，用于复发和新诊断的胶质
母细胞瘤成人患者的治疗。这是目前全球首个且唯一美
国 FDA批准的肿瘤电场治疗产品，已在美国、瑞士、日
本等多个国家获批使用。相较于传统治疗手段，肿瘤电
场治疗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时间，
还能提升其生活质量。这也是近十年来，唯一被验证可
以延长患者生命的治疗方式。

专家强调，虽然肿瘤电场治疗已经在国外应用于临
床，但相对于其他传统治疗手段来说，目前仍属于初期
阶段。与会专家表示，希望通过新技术的开发、应用，
让脑胶质瘤的治疗更加精准，给患者带来最大收益。

德国眼科医疗集团落地北京

本报电（刘润芝） 德国最大的眼科医疗集团——德
视佳眼科近日落户北京，其创始人约根森博士是德国知
名眼科专家，拥有30多年的眼科手术从业经历，是丹麦
和德国屈光手术和白内障手术领域的开拓者。

据介绍，德视佳是全球第一批率先在白内障手术中
引入飞秒激光辅助晶体摘除的医疗机构，目前已在欧洲
和中国开设了20多家眼科激光手术中心及眼科门诊，成
功完成50多万例眼科手术。

亲子水中活力健康计划发布

本报电（王 璇） 水生俱来·和睦一家——亲子水中
活力健康计划近日发布。该计划由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
与国际水中康复协会中国分会联合开展。

据介绍，亲子水中活力健康计划是一项专为3个月至
4岁婴幼儿及其家长设计的水中激发项目。结合婴幼儿的
生长发育特点设置了5个不同训练阶段，分别为：3-8月
龄、9-14月龄、15月龄-2岁、2-3岁、3-4岁的孩子及
家长。由具备儿童运动发展和感觉统合专业的水中康复
治疗师带领训练，以提高婴幼儿各项基本技能及亲子运
动能力。

中医的放血疗法最早的文字记载见
于 《黄帝内经》，如“刺络者，刺小络之
血脉也”“菀陈则除之，出恶血也，并明
确地提出刺络放血可以治疗癫狂、头
痛、暴喑、热喘、衄血等病症。相传扁
鹊在百会穴放血治愈虢太子“尸厥”，华
佗用针刺放血治疗曹操的“头风症”。唐
宋时期，本疗法已成为中医方法之一。

《新唐书》 记载: 唐代御医用头顶放血
法，治愈了唐高宗的“头眩不能视症”。
宋代已将该法编入针灸歌诀 《玉龙赋》。
金元时期，张子和在 《儒门事亲》 中的
针灸医案，几乎全是针刺放血取效，并
认为针刺放血，攻邪最捷。衍至明清，
放血治病已开始流行，针具发展也很
快，三棱针已分为粗、细两种，更适合
临床应用。杨继洲 《针灸大成》 较详细
地记载了针刺放血的病案；叶天士用该
疗法治愈喉科疾病；赵学敏和吴尚先收
集了许多放血疗法编入 《串雅外编》、

《理瀹骈文》中。

中医认为，根据不同的疾病，选择
的放血穴位有所不同。例如，高热降温
宜选择点刺大椎、十宣放血；咽喉肿痛
宜选择点刺少商穴放血；头痛宜选择点
刺太阳穴放血；神经性皮炎、丹毒、痈
疖可在病灶周围及相应部位散刺放血；
急性胃肠炎可选择在曲泽、委中穴缓刺
放血，等等。放血疗法中耳尖放血使用
最为广泛，因为耳尖相比穴位或其他放
血部位更容易定位和操作，疼痛也相对
较轻，适应症多，故使用最多最广。中
医认为“火性炎上”，故上火症状多表现
在咽喉以上部位，所以选择耳部放血是
比较合理的。另外，耳尖在耳廓微经络
中为肝经所主，肝在中医里被称作“将
军之官”，和情绪活动密切相关，肝脏功
能失常，容易产生肝火症状。少阳主
风，太阳主表，表证与太阳有关，皮肤
病与风、表皆有关联，所以耳尖主风主
表，也可以治风治表。因此耳尖放血可
以治疗头痛、高血压、结膜炎、腮腺

炎、急性咽炎、麦粒肿、湿疹、失眠等
多种病症。其取穴方法为，患者正坐位
或侧伏位，在耳廓的上方，卷耳取尖即
是。单侧患病取病侧，双侧患病取双
侧。局部消毒后，用三棱针或注射针头
对准耳尖穴，左手揉按，使局部充血，
右手持针速刺，左手反复挤压。如此数
次，出血量达3-5滴即可。一般1次后症
状明显减轻，3次可治愈。

放血疗法还可选择舌下脉络，相当于
中医经络中的金津、玉液穴。穴位于口腔
内，舌下系带两旁之静脉上。左侧称金
津，右侧称玉液。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穴
下有粘膜、粘膜下组织和舌肌，分布有下
颌神经的颌神经和面神经鼓索的神经纤
维及舌动脉的分支舌深动脉，舌静脉的属
支舌深静脉。取穴方法为，患者仰靠坐
位，张口，舌尖向上反卷，抵上门齿处，暴
露舌下静脉，在静脉中点处取穴。此法可
以预防中风，缓解中风后遗失语等诸症，
也是治疗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方法。

刺络放血疗法是一种有创的治疗方
法，因此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咨询、检查
后方可操作。操作时要求严格消毒，防
止 感 染 。 点 刺 时 手 法 宜 轻 、 稳 、 准 、
快，不可用力过猛，防止刺入过深，创
伤过大，损害其他组织。一般出血不宜
过多，切勿伤及动脉。需要注意的是，
体质虚弱者、孕妇、产后及有出血倾向
者，均不宜使用本法。
（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美国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30%的脑梗是由颈
动脉狭窄引起的。颈动脉狭窄对脑部的危害有两个方
面：一是颈动脉是向大脑供血的主要血管，它狭窄后，
管腔变细，大脑可能缺血；二是导致颈动脉狭窄的粥样
斑块或表面血栓一旦脱落，就会进入大脑，有可能直接
堵塞大脑血管造成脑梗塞，引起“小中风”。

据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忠清
介绍，颈动脉是将血液由心脏输送至头、面、颈部的大
血管，是大脑的主要供血血管之一。由于年龄增高，血
管老化，血脂沉积，会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再加上
一些有高血压、高血糖、吸烟、酗酒等因素，会加重动

脉粥样硬化。久而久之，颈动脉官腔变窄，官腔内面溃
疡，血流变慢，血栓形成。

斑块导致颈动脉狭窄或闭塞是一种极易被忽略的疾
病，早期不容易引起症状，一些患者没有任何痛苦，这就导
致许多患者检查发现颈部斑块后却疏于治疗，而这一忽略
常常导致“定时炸弹”的引爆——脑卒中发生。如果不积
极治疗，颈动脉狭窄只会越来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
会导致脑缺血（包括急性缺血性卒中、慢性脑缺血），主要
表现为头晕、记忆力和定向力减退、一侧面部或肢体麻木
无力、言语不利、不能听懂别人说话等几大症状。

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可以防治缺血性脑血管疾病，

被国内外称为治疗颈动脉狭窄、预防脑梗塞的“金标
准”。凡颈动脉有缺血症状且狭窄程度大于 50%的患者，
或无明显症状但狭窄程度大于 70%的患者，以及经常性
发作的患者 （说明颈动脉存在有不稳定的斑块），都适合
采用这种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另外，该手术对“三
高”患者来说也较为合适，对那些斑块较多的糖尿病患
者尤为合适。

专家提醒，吸烟和颈动脉狭窄的发生有明确相关性，
其严重程度和吸烟量呈正比，大量吸烟者脑卒中的危险性
是少量吸烟者的两倍，其危险性在停止吸烟两年内明显减
弱，5年后恢复到不吸烟时的水平。长期大量饮酒也会损
伤血管壁内膜，并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这些
因素加速了斑块的形成，进而增加了脑中风的风险。

此外，糖尿病也可增加颈动脉狭窄风险，血糖控制
良好者能明显降低脑卒中发生几率。高脂血症虽然和脑
卒中的关系不确定，却与颈动脉狭窄相关。

需要提醒的是，一旦出现反复头晕、手足无力、麻
木甚至摔倒等情况，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这可能是脑
血管狭窄引起的脑缺血症状，要及时就医。

新技术让胶质瘤
诊治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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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眼科搭建国际化科研平台

本报电（屈慧莹） 在近日举办的中华医学会第二十
四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期间，爱尔眼科宣布，近年来，
通过国际大型收购，持续引进欧美、东南亚等地区先进
的眼科诊疗技术，与国际知名高校及科研单位合作，爱
尔眼科搭建起一个纵深化的国际科研学术平台。

据介绍，基于这个国际科研平台，爱尔眼科参与和
主导了一系列国际大型科研项目，并希望依托科技创新
孵化基金与爱尔-睿盟希视觉科学孵化器，提升中国眼科
科技临床转化与自主创新能力，将更多前沿领域的科研
项目与成果应用于临床，惠及更多眼病患者。

打造肝癌 “精准防治”模式

本报电（杨 阳） 近日，“肝癌防治研究中心”、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所“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化培训项
目示范基地”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成立，此举旨在
打造肝癌“精准防治”模式。

“肝癌防治研究中心”依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学
科平台，以患者为中心，以实现肝癌预防早诊及个体
化、规范化多学科会诊与治疗 （MDT） 为目标，使患者
在短时间内获得个体化治疗方案。同时，该中心将紧密
结合肝癌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及临床研究，建设产、
学、研三方密切合作的创新机制，建设肝癌综合防治研
究转化新体系。

•全球：每分钟约有 2 名 5 岁以下儿童
死于肺炎球菌疾病

•亚洲：每分钟约有1名5岁以下儿童
死于肺炎球菌性肺炎

•每一个不经意而过的一分钟，都有
至少一名5岁以下儿童因肺炎球菌感染而离
世，这样残酷的一分钟在现实中还不断重
复……

•一分钟，医生可以提醒家长，警惕
肺炎球菌这个隐藏的儿童健康杀手

•只要多花一分钟，就可能让一个宝
宝免受肺炎球菌的伤害

•这一分钟关乎宝宝一生的健康成长
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快乐

•付出您的一分钟，让悲剧不再重复

图为婴幼儿在水中康复治疗池接受训练。樱 子摄图为婴幼儿在水中康复治疗池接受训练。樱 子摄

肺炎球菌肺炎球菌——
““被遗忘的儿童被遗忘的儿童健康杀手健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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