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断奶的妈妈，张安秦认为需要提醒她们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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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秀丽 通讯员

林惠芳）

断奶后，有些妈妈开始面临着

新的问题，“残奶”要不要排出来？ 有一

些坚持排“残奶”的妈妈就发现，“残奶”

似乎怎么排都排不干净， 因而惊慌失

措：留在乳房内的“残奶”，会不会致癌

呢？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主任张安

秦表示，没有科学的依据证明“残奶”会

致癌。

据了解， 泌乳是人的一种本能反

应，生完宝宝后，大脑的中枢神经接收

到宝宝的吸吮信号，便发出泌乳指令，

使乳汁源源不断地产生以满足宝宝的

生理需求。 张安秦介绍，断奶后，妈妈

如果继续挤奶，以期把“残奶”排空，那

么乳房在收到挤奶的刺激后， 便会误

以为是“宝宝还需要奶”，于是又开始

新一轮泌乳，也就是说，只要有反复的

刺激，乳汁就会一直存在，是排不干净

的。

那么，排不干净的“残奶”会不会变

成致癌物？张安秦认为，正常哺乳后，会

有一部分妇女很长一段时间流“乳汁”，

排除血泌乳素高等原因后，一般观察即

可，不建议所谓的“排残奶”，也没有科

学的依据证明“残奶”会致癌。“相反，近

来一种叫肉芽肿性乳腺小叶炎的慢性

乳腺炎发病率上升明显， 经初步的流

行病学调查发现， 很可能是所谓的排

残奶造成的， 尤其一些机构盲目暴力

按压娇嫩的乳房，会造成乳管损伤。 ”

他强调， 哺乳妈妈在回奶期间两

侧乳房出现的乳白色、黄色等溢液，其

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无须过于紧

张。

宝妈们看过来！“排残奶”不靠谱

医生表示没有科学依据证明“残奶”会致癌，反而错误排残奶或损伤乳房

妈妈如何断奶有讲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黄璀玥）

腰腿疼痛

困扰来源于疼痛的原因复杂， 难以一时找到根源， 对症治

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

簕

表示，针对不明原因的腰腿疼痛，可通过神经阻滞术来明

确“疼痛真凶”位置，进而实现疼痛缓解或者为进一步微创

手术“精准”定位。

腰腿疼痛？ 神经阻滞术帮你找病因

可实现疼痛缓解或为进一步微创手术“精准”定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秀丽 实习

生 黄银虹 通讯员 张灿城 ）

三年前，

李先生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下

称“暨大附一医院 ”）

被确诊尿毒症，

从此开始了一周三次、 每次四小时的

透析治疗。 近日，他的主治医生发现，

他竟然跑马拉松了。

有尿毒症也可跑马拉松

1 月 2 日， 记者在医院见到了正

在透析的李先生。他表示，身体出现不

适后，他更加注重运动了，日常会到健

身房健身，也会带着孩子跑三四公里，

偶尔还会跟朋友一起参加马拉松、徒

步等。 李先生数了一下，2018 年至今，

他先后参加长沙马拉松、阳江马拉松、

黄埔马拉松等。

刘

璠

娜说， 李先生的各项指标都

控制得很好，得益于他长期坚持运动。

因为长期坚持运动， 李先生的各项检

查指标都很“漂亮”，血压、血红蛋白、

白蛋白、甲状旁腺素等全部达标。刘

璠

娜表示，运动对李先生来说很有好处，

他的各项指标相对稳定， 疾病的并发

症减少，寿命也能够延长。

透析患者更应坚持运动

统计显示，透析患者增长迅速，趋

向年轻化， 目前我国有透析患者 200

万人，每年以 20%的速度增长。血液透

析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最高透龄

可达 20 年。 随着透析技术的完善，5

年生存率达到了 70%~80%，其中一半

以上的患者有劳动能力。“我们鼓励这

类病人科学合理的运动， 这样更有利

于延缓疾病的发展，改善衰弱状态。 ”

刘

璠

娜表示， 血液透析患者的日

常生活通常都受限， 因为肾功能紊乱

有很多副作用，导致患者运动受限，一

些代谢产物滞留于体内。“不同阶段的

患者有不同的运动方案， 患者不应有

疾病更懒于运动。 即便是躺床上都有

躺着的运动方式， 让胳膊腿儿都动起

来，更有利于患者的病情控制。 ”

透析患者合理科学运动好处多

尿毒症患者

也能跑马拉松

温馨提示

合理科学运动好处多

断奶是渐进式的：

断奶对宝宝和妈妈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都需要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慢慢适应，必须要有一个逐渐过渡、循序渐进的过

程，通过慢慢减少吸吮而达到减少泌乳量，最终过渡到完全停止。这个

过程切不可戛然而止，否则不仅容易影响宝宝的情绪，引发各种疾病，

而且妈妈也可能会因断奶突然而出现胀奶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的胀

奶，妈妈可稍微挤出少量乳汁，以减轻胀奶的现象，而不必完全挤空乳

汁，以免乳房收到错误信号。

1

回奶期间，在饮食上要适当控制进食一些具有下奶作用的食物，

如果回奶效果不好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人工回奶。

2

神经阻滞术为微创手术精准探路优势

的士司机梁先生今年 55 岁， 开出租

车 12 年。 近一年来， 他发现自己出现右

侧小腿外侧疼痛， 特别是开车时间一久，

小腿疼痛就更加明显， 逐渐影响到工作。

经过 X线、 核磁共振和 CT检查后， 结果

提示有多处椎间盘突出， 椎管轻度狭窄。

这也说明， 诱发这种疼痛感， 可能由于腰

椎间盘突出症、 椎管狭窄导致， 也不排除

小腿局部的筋膜炎。 在尝试过药物治疗、

腰部小腿封闭治疗、 局部理疗按摩等手段

后， 症状一直没有任何改善。 他甚至考虑

过是否应该做手术， 但手术、 螺钉固定等

让梁先生内心十分惶恐。

随后， 梁先生在广医三院骨科问诊，

王

簕

考虑到导致梁先生右小腿疼痛的病因

诊断不明确， 根据梁先生的情况， 他怀疑

疼痛可能是由于腰椎间盘退变刺激右侧腰

5 神经根引起的， 于是他结合神经体表定

位的规律， 通过神经阻滞术来进行排除。

在影像介导下， 王

簕

采用了精准的右

侧腰 5 神经根阻滞术， 术后梁先生右侧小

腿疼痛完全缓解， 整个手术过程大约 20

分钟。 这也证实了， 梁先生的疼痛确实是

腰椎间盘退变刺激右侧腰 5 神经根引起，

由于梁先生的病变椎间盘退变不严重， 不

建议梁先生现在接受手术治疗。

小腿外侧疼痛“一针”觅出真凶

案例

王

簕

介绍，神

经阻滞术的好处其

实是在于“精准诊

治”。 对于不明原因

的腰腿疼， 一方面

可以通过这个手术

找到被压迫的神

经，具有治疗效果，

如果严重必须进行

“手术”的，通过打

一针， 来找到被压迫的位置，

解决手术过程中位置比较盲

目的问题。这样既可以精确手

术范围，又可以减少病人的创

伤，为椎间孔镜等微创手术探

路，这就是精准治疗。

当下，腰腿疼痛的患者很

多，病因十分复杂，疼痛可能

来自椎间盘、小关节、肌肉、筋

膜、韧带等结构的病变，要正

确诊断还是有一定困难，常常

被认为是“疑难杂症”。王

簕

介

绍，“神经阻滞技术”可以更好

帮助实现精准治疗。“神经阻

滞技术”是一种在病变局部直

接用药的精准治疗，整个手术

过程大概 20分钟， 费用也比

较低，对于诊治都有很大的帮

助。

与保守治疗相比，该方法

具有起效快， 药物注射精度

高、靶向性强，直接作用于病

变部位等优点；与手术治疗相

比， 该方法则具有安全性高，

神经损伤风险低，病人痛苦少

等优点，而且不需在病变区植

入螺钉等内固定物，对于年龄

偏大、保守治疗效果不好或惧

怕手术的患者来说无疑是接

受度高的一种选择。

1.提高患者的整体健康，减少

沮丧和忧虑。

2.改善血液循环、稳定血压、减

少透析过程中的并发症（如：眩晕、

休克、不安腿）

3.改善心血管系统及免疫系统

的能力。

4.加速人体代谢。

5.提高下肢循环功能。

6.预防贫血，减少心脏病的风险。

7.改善患者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8.增强患者的自我意识。

9.促进正常的睡眠。

10.提高透析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