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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
妈妈能给宝宝的最完美食物
5月 14日刚刚送走了伟大的
母亲节,那股浓浓的亲情氛围还未
散去，5月 20日我们又迎来了全国
母乳喂养宣传日。这是由国家卫生
部为支持母乳喂养而设立的一项重
要活动，呼吁公众关注和支持“母乳
喂养”的观念。
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好处多不胜
数：母乳营养丰富，
是宝宝最理想的
天然食品；且母乳中含有较多的脂
肪酸和乳糖，钙磷比例适宜，适合宝
宝的消化和需要，不易引起过敏反
应；母乳中含有多种增加宝宝免疫
抗病能力的物质，可使宝宝减少患
病，预防各类感染。特别是初乳，含
有多种预防、抗病的抗体和免疫细
胞，这是任何配方奶中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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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娩后，位于大脑颅底部的
垂体前叶就开始分泌一种叫泌乳素
的激素，这种激素能刺激乳腺合成
脂肪、乳糖和蛋白质，
使乳腺分泌乳
汁。当婴儿吸吮乳头时，
信息就会传
导到垂体前叶，促其分泌泌乳素。泌
乳素经血液到达乳房，使泌乳细胞
分泌乳汁，这个过程称为“泌乳反
射”。
想要乳汁分泌多，
还必须有“喷
乳反射”的帮助。婴儿吸吮时，会刺
激妈妈的乳头，这种感觉通过神经
传达到大脑，
引起垂体分泌催产素。
催产素使乳腺细胞和乳腺管周围的
肌细胞收缩，将乳腺泡内的乳汁压
向乳导管，到达乳窦。当婴儿吸吮刺
激乳头时，乳汁就像喷泉一样从乳
头喷射而出，
这就是
“喷乳反射”
。
由此可知，乳汁的产生包括了
“泌乳反射”和“喷乳反射”两个过
程。若哺乳时仅有“泌乳反射”是不

能获得足够的乳汁的，
还必须有
“喷
乳反射”的帮助。一旦这个反射停
止，乳汁排不出，婴儿吃奶就有困
难，这时妈妈常常误认为自己的乳
汁量不够。保证泌乳和喷乳反射成
功的关键在于妈妈应掌握正确的喂
养方法及姿势，婴儿必须将乳头和
大部分乳晕同时含入口中，才能有
效地挤压乳窦，
刺激泌乳和喷乳。妈
妈哺乳时调整到对的姿势，就不怕
宝宝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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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在产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
汁叫初乳，虽然不多但营养成分很
高。
初乳中蛋白质含量高于成熟乳，
且含较多的分泌型免疫球蛋白、乳
铁蛋白、丰富微量元素、抗菌因子、
生长因子和溶菌酶，有利于增加宝
宝机体免疫力及抗病能力。

肾病不再是
老年人的专利，
逐渐呈现出年轻
化趋势，不少肾
病患者年龄仅有
二、三十岁，最小
的年龄只有十几
岁。然而，
只有不
到5
%的 公 众 了
解肾脏的位置及功能。肾病年轻化趋势，
一个很大原因是发现太迟了。
“我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
患者是患肾病的高危人群，那么由于高
血压和糖尿病的年轻化，显然是会导致
肾脏病发病越来越年轻化。”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肾内科主任冯建
勋介绍说，肾脏是一个“沉默”
的器官，发
病隐匿，患者往往没有不适症状，或症状
不典型。而青少年因为身体较好，
初期发
病时很难被发觉，不能得到及时诊断，逐
渐发展成为慢性肾脏病，甚至尿毒症。在
青少年肾脏病患者中，不少家长认为儿
童肾病治疗好了，完全忽视定期复查。其
实，得过肾脏病的少年儿童，后期发病几
率相对会更高。
那出现怎样的症状就应该引起警惕
了呢？“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浮肿，
比如
说接连三天都有朋友提醒你眼皮肿了或
者自己觉得下肢有水肿，就应该到医院
做个尿常规检查。”冯建勋谈到，
肾脏是
人体重要器官，不仅能清除人体代谢所
产生的毒素，而且还在保持人体水、
电解
质、酸碱平衡方面发挥强力调节作用。肾
病的症状可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疲倦、乏
力、腰膝酸软、眼睑浮肿，甚至出现全身

专家有约

青春痘医学上称为痤疮。痤疮
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慢性炎症
性皮肤病，主要好发于青少年，对青
少年的心理和社交影响很大，但青
春期后往往能自然减轻或痊愈。临
床表现以好发于面部的粉刺、
丘疹、
脓疱、结节等多形性皮损为特点。
5月正是痘痘的高发季，让我
们来了解下这个会有损颜值的东
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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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少年发病、
皮损分布于颜
面和胸背部、主要表现为白头、黑头
粉刺、炎性丘疹、
脓疱等多形性皮损
等特点，临床易于诊断，通常无需做
其他检查。有时需要与酒渣鼻、
颜面

浮肿、
贫血等。
当患者出现无力、易疲乏、
精神及体力下降并出现消化道症状时，
常被误诊为消化道疾病。当患者出现衰
弱症状、苍白贫血时，常被误诊为血液
病。
因此，
患者在出现贫血、胃肠症状时，
应考虑是否有慢性肾病的存在，以免误
诊漏诊延误治疗。
同时他也提醒广大市民，
有糖尿病、
高血压、代谢性疾病、
肥胖、高血脂、高尿
酸、
有肾病家族史者，
都是肾脏病高发人
群。平时要注意不熬夜，
不过度疲劳，
饮
食尽量清淡，坚持定期体检，做尿常规，
提高保护肾脏的意识。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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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名年近八十的
患者被女儿推着轮椅从七宝送
到了市八医院消化科宣蓓医生
面前。“她的女儿是我的老病
人，
经常过来看病。”宣蓓告诉
记者，
“当时她女儿就告诉我说
几个月前，患者开始感到腹部
疼痛，觉得可能是胃部出了毛
病，
就在周边医院看了下，但是
吃了几个月的药，也不见好。”
边为患者疼痛的部位做腹部体
检，
边询问之前吃的药，
宣蓓敏
感地察觉到这可能不是内科疾
病。
“阿姨啊，
您最近有没有摔
倒过，或者是撞到过腹部？”
随
着宣蓓仔细地询问，病情水落
石出，拍肋骨片检查提示骨折，
“这个年纪的老人，
由于骨质疏
松，
有的时候转个身，扭个腰就
可能骨折，所以千万不要盲目
地认定自己是哪里不舒服，有
问题还是要做全面的检查。”
午间时分来到市八医院内
镜室，发现已经有不少预约的
患者在休息区等候。宣蓓说，
最
忙的时候，她一天要接待近两
百名患者，顾不上吃午饭，那是
常有的事。
“为什么患者都选择
挂你的号？”
“可能是觉得我比
较仔细吧。”
宣蓓在医疗临 床 第 一 线
工作已经超过 25年，还曾在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急症科
工作三年，多年的诊疗经验对
她判断病患的疾病起到了关
键作用。在宣蓓看来，每位患

者都是一个整体，他尽管挂了
消化科门诊，有时甚至不是消
化科的疾病，可能是其他科的
病变以消化道的症状为表现
或合并有其他科的疾病。所以
她总是详细询问患者以往的
病史、各方面的症状，并仔细
做好体格检查，然后做相关的
辅助检查，综合判断，给予准
确的诊断和治疗。
在宣蓓接待过的患者中，
患者腹痛其实是带状疱疹，甚
至有的患者经全面检查是心肌
梗死、
冠脉综合征；有的患者恶
心、
中上腹不适，
检查结果是肾
功能衰竭；有些患者反复中上
腹不适，用药效果不佳，全面询
问后发现和情绪有关，同时有
睡眠障碍，给予调节情绪的药
物，
症状明显缓解；还有消化性
溃疡患者在做例行检查时发现
肺癌标志物略高，即做胸部 CT
发现早期肺癌，手术切除已有
1
0年，至今患者溃疡早已愈
合，
健康状况良好，根本看不出
是癌症术后。
“在我这里随访的病人很
多，所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消
化科医生，必须有全科医疗知
识，
才能综合判断。”
消化科很
多病人是需做胃肠镜检查的，
做完发现有问题的要定期随
访、复查，
比如息肉、溃疡、癌前
病变等，
还有课题随访的病人，
针对这些重点病人，宣蓓总是
特别用心，无论是门诊看诊中
还是胃肠镜操作过程中，尽量

跟青春痘说 BYE-BYE！
播散性粟粒性狼疮、
皮脂腺瘤等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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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护理
每日一到两次温水洗脸，清洁
皮肤，
忌用手挤压或搔抓皮损。忌用
油脂类、粉类化妆品和含有糖皮质
激素的软膏及霜剂。
2
.痤疮治疗的常用方法
（1
）局部外用药物，维 A酸类
（维 A酸乳膏、阿达帕林凝胶、他扎
罗汀凝胶）、过氧化苯甲酰、抗生素
类（克林霉素、红霉素、氯霉素等）、
壬二酸、硫磺洗剂等。
（2
）口服抗生

不同阶段而有变化，分为初乳、
过度
乳、成熟乳、晚乳四个阶段。如果妈
妈能了解自身的母乳质量，就能在
各个阶段相应调整优化母乳，真正
满足宝宝成长所需。
bc

市八医院消化科里
藏着个“全科医生”

警惕肾病“偷袭”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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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被人们称为第一次免疫，
对宝宝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意义。
准妈妈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初乳，
尽可能不要错过给宝宝喂养初乳的
机会。其实，母乳的营养成分会随着

素，首选四环素类（米诺环素、多西
环素等），其次为大环内酯类（红霉
素），避免选择常用于治疗系统感
染的抗生素如左氧氟沙星等。抗生
素疗程通常 6-12周。
（3
）口服异维
A酸，对于严重的痤疮，口服异维 A
酸是标准疗法，也是目前治疗痤疮
最有效的方法。疗程以达到最小累
积剂量 6
0mg
/
kg为目标。
（4
）抗雄激
素治疗，如口服避孕药复方醋酸环
丙孕酮片，适用于女性中、重度痤
疮患者，伴有雄激素水平过高表现
（如多毛、皮脂溢出等）或多囊卵巢

综合征。迟发型痤疮及月经期前痤
疮显著加重的女性患者也可考虑
应用口服避孕药。（5
）口服糖皮质
激素，主要用于暴发性或聚合性痤
疮，遵循短期、小剂量、与其他方法
联合应用的原则。
（6
）其他，对于不
能耐受或不愿接受药物治疗的患
者，还可考虑物理治疗，如光动力
疗法（PDT
）等。
但是临床上很多小病人家长
对口服药有顾虑，
“ 我们小时候长
痘痘看都不看医生，现在我儿子还
没我小时候厉害还需要吃药？”
“吃

仔细，
有问题的病变多取活检，
根据病人主诉、有针对性地检
查，根据检查结果，随时调整治
疗方案，以取得良好的疗效。曾
经有位老年患者胃镜下看到胃
角疣型增生，除了常规胃窦活
检，宣蓓还特地在这个部位多
点活检，结果提示癌变，手术提
示“一点癌”，
术后不需要化疗，
这位患者恢复很理想。
“很多患者长期受病痛的
折磨，生理有些障碍，年纪大
了，耳聋听力不好、表达不清，
一件事情反复说他可能听不
清、听不懂，有的人甚至哑巴
不能说话，有些患者情绪有问
题，焦虑、抑郁，对自己的病不
放心，反复问，这时要尽量耐
心细致，做好解释。和聋哑患
者就写字交流，站在他们立场
上，想像如果他是你的父母、
亲朋好友你该如何对待，何况
他疾病缠身。”在宣蓓的手机
通讯录里，光“病人”开头的就
有两百多个。许多老病人都有
宣蓓的手机号，有时不舒服，
在下班时间、晚间打过来咨
询，宣蓓总是耐心接听，给予
他们饮食和药物治疗的指导、
建议。时间长了，都成了生活
中的好朋友。
“患者受着病痛的折磨，他
们来找我们，
是信任我们，我不
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换上白大
褂，宣蓓开始了下午的诊疗。
记者 ()*

了药能保证好吗？停药会不会复
发？”种种问题值得我们皮肤科医
生思考。怎样的治疗对青春期发育
的孩子来说效果好？有无不良反应
及副作用？
八院皮肤科提供了一个治疗痘
痘的好办法—皮肤物理健疗。这个
健疗需要五步：1
.蒸汽热喷扩张
毛孔。2.粉刺祛除术清理黑头粉
刺。3.药物超声导入。4.中草药石
膏面膜倒膜。5
.光疗杀菌。这个治
疗效果明显。有病人做过后反映：和
痘痘 BYE-BYE，我的毛孔都开始
呼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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