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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黄璀玥）

39 岁二胎孕妈刘女士，为

预防宝宝患上 ABO 溶血症而自行口

服中药汤剂两个多月，在孕 28 周时却

发现自己全身皮肤发黄，双脚肿胀。最

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确诊

为肝功能严重损害。 该院产科主任医

师余琳提醒，母婴 ABO 血型不合并不

等于溶血病， 妊娠期的孕妇应特别注

意安全服药。

新生儿ABO溶血病不能通过

药物预防

在发现自己出现不适症状后，刘

女士到当地医院就医， 但因病情严重

随即转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

， 在接诊

医生追问病史时，刘女士说出实情：因

自己是 O 型血，丈夫是 AB 型血，检查

发现抗 A 效价异常， 为预防宝宝出现

ABO 溶血症，自行口服中药汤剂已有

两个多月。刘女士入院后，医务人员对

她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发现她转氨酶

显著升高、 胆红素升高、 凝血功能障

碍、血氨高、血糖低，提示肝功能严重

损害。 在评估病情及治疗后为刘女士

进行剖宫产， 术后转重症医学科继续

治疗。

刘女士所担心的 ABO 溶血症是

什么疾病， 竟会让她自行口服汤剂预

防？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科

主任医师余琳解释，其实 ABO 溶血的

问题现已不作为常规检查。事实上，母

婴 ABO 血型不合， 并不等于溶血病，

这两者没有太大关系。有研究表明，虽

然母婴 ABO 血型不合的比例高达

15%，但只有 4%

（也即所有新生儿中的

0.6%

）

会发生溶血症。 即使溶血指标显

示抗体很高，孩子出生后发生溶血，程

度只是比正常新生儿的黄疸稍重。

同时， 抗体效价高的情况也无法

通过服药治疗或预防新生儿出生溶血

的发生。 余琳表示，在孩子出生后，如

果出现黄疸等各种症状， 再进行针对

的治疗。 但熊猫血（RH 阴性血）的女

性，绝不能忽视胎儿溶血风险，在怀孕

后必须定期检查治疗， 一旦发生宫内

溶血，可能直接导致胎儿发育停止。此

外，新生儿 ABO 溶血病的辨别，可通

过观察黄疸等症状进行初步判断。 黄

疸是 ABO 溶血病的主要症状，大多数

出现在生后 2~3 天， 注意与生理性黄

疸区分， 生理性黄疸可在 7~10 天消

退。 其他症状有贫血、肝脾肿大、呼吸

急促、心跳加快等。家长产后仔细观察

宝宝黄疸出现的时间，及早就诊，及时

诊断和处理， 大多数宝宝不会遗留后

遗症。

妊娠期不可擅自服药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

科主任医师潘兴飞介绍， 妊娠后受孕

激素的影响， 孕妇对某些药物的代谢

过程有一定的影响， 肝脏对药物的解

毒和代谢能力减弱， 容易发生蓄积性

中毒。与此同时，在孕早期胎儿器官形

成时， 药物对胎儿有一定的影响。 不

过，虽然孕妇用药有一定的风险，但也

并不是完全无益， 一些疾病本身对胎

儿、母亲的影响远远超过药物的影响。

这时，就应权衡利弊，在医生指导下，

合理用药。

“多数孕妈妈在孕期用药时，往往

存在两种极端的现象， 不是过于恐惧

药物对胎儿的影响而讳疾忌医或自行

停药，就是过于疏忽大意而听信偏方、

秘方而滥用药物或自行购买服药。 ”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科副主任

护师陈云表示，这些都不可取，各位孕

妈妈在服用任何药物前应先咨询专业

医生， 必要时在医生的严密监测下谨

慎用药， 才能确保孕妈自身安全及健

康，切不可自己乱服药。

孕妈为防宝宝溶血症病自行服药吃出急性肝衰竭，专家提醒：

母婴ABO血型不合不等于溶血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通讯

员 伍晓丹 郑兴 ）

20 岁， 正值青春

年华， 却不幸无缘璀璨的未来。 在佛

山读大学的 20 岁大学生郭伟健， 3

月 21 日傍晚照常进行跑步锻炼时突

然晕厥在地， 被宣判脑死亡后， 3 月

26 日， 他的父母决定把其器官进行

捐献。 据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

移植科主任赵明表示， 郭伟健的肝

脏、 两个肾脏、 心脏、 两个眼角膜将

挽救 4 名生命垂危的患者， 并使两位

患者重见光明。 专家提醒， 现在正值

换季，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增

高， 市民应更注意科学饮食和规律作

息。

在学校的一次跑步 竟成永别

3 月 21 日 16 时多，郭伟健如往常

一般在学校操场上跑步锻炼， 不料突

然倒地不起。一旁的老师赶紧上前，发

现他已心跳骤停，便给予胸外按压。很

快，120 救护车到场，郭伟健被紧急送

入当地医院 ICU 抢救。 因病情危重，

晚上 10 点多，连夜转入南方医科大学

珠江医院重症监护室。

珠江医院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陈

俊杰介绍， 患者入院后呈现深度昏迷

状态， 双侧瞳孔散大， 无自主呼吸，

神经反射均消失。 初步诊断为心肺复

苏术后、 缺血缺氧性脑病。 经神经外

科专家会诊评估， 已失去手术指征，

只能保守治疗。 然而， 几天全力的抢

救并没有迎来期望中的结果， 期间郭

伟健的两次脑功能评估， 均判定脑死

亡诊断成立。 陈俊杰表示， 郭伟健倒

下的原因在于心源性猝死和脑出血，

“脑部蛛网膜下腔出血可能发生在任

何时候， 平时是没有任何预兆的。”

两年曾 4次献血 已过英语六级

“郭伟健是个好学并且乐于助人

的好孩子，从小他就是三好学生，考试

成绩一直在班上前列。 ”郭伟健的生母

回忆起他的成长， 眼眶中止不住滚烫

的泪水。她表示，虽然她跟郭伟健的父

亲分开生活， 但是郭伟健从小积极向

上，也乐于助人。 他从小就喜欢运动，

学习成绩优异， 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学

生。 爱学习之余，他还特别乐于助人，

利用假期时间参加义工，在 2017 年到

2018 年期间，就无偿献血 4 次，才读大

二就已经考过了英语六级。

面对被宣布脑死亡的孩子， 3 月

25 日上午， 在珠江医院器官捐献办

公室主任刘永光的协助下， 郭伟健的

父母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 3 月 26

日 9 时多， 医务人员深深地鞠躬致敬

后， 郭伟健的器官获取手术顺利进

行。 他捐出的肝脏、 两个肾脏、 心脏

以及两个眼角膜， 分别将挽救 4 名生

命垂危的患者， 并使两位患者重见光

明。

运动中头晕头痛应及时就医

陈俊杰表示， 现在正值换季， 诱

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增高， 市民

应更注意科学饮食和规律作息。 平时

运动前应注意热身， 坚持每年体检，

少吃外卖少熬夜， 尽量减少使用手机

的时间。

专家表示， 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包

括脑梗死、 脑出血、 蛛网膜下腔出

血、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 中老年人

脑出血最常见的原因是高血压、 血压

增高、 动脉硬化导致血管脆性增加，

造成血管破裂出血。 年轻人脑出血则

可能是因为动脉瘤、 烟雾病等血管畸

形疾病造成的脑出血。 此外， 外伤也

可以造成脑出血。 因此， 全民普及心

肺复苏急救技能很重要。

陈俊杰指出， 脑部的血管问题由

于不发病时没有明显的症状， 所以在

日常的体检中很少有人主动检查， 需

要做脑部 CTA 或核磁共振血管成像

（MRA） 才能检查出来。 平时在日常

生活中， 预防脑出血就是要预防高血

压、 高血脂和高血糖。 如果在运动中

出现头晕、 头痛、 走路不稳等现象，

使用运动手环时发现心跳不规律等情

况， 应立即停止运动， 及时就医。

跑步时突然“倒下”

20岁大学生捐献多器官遗爱人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通讯员

游华玲 区颖华）

胰腺炎往往与暴饮暴

饮有关。记者日前从南方医科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获悉，该院刚救治了一位高脂

性胰腺炎发作的病人。 专家提醒，高脂

血症人群应少饮酒，限制高脂肪饮食。

患者潘先生 47 岁， 有高脂性胰腺

炎，十年前首次发病，治疗后症状还是

反复发作，近日再次发病并加重被送到

南医三院救治，被诊断为急性重症高脂

性胰腺炎，性命垂危。 鉴于药物治疗已

没法缓解患者症状，南医三院消化内科

团队从病因出发， 通过多学科合作，采

取双重血浆置换的方法，对患者血液进

行“滤油”，经过一夜的过滤，从血液中

共滤出约 300ml 乳白色的油脂。

据该院消化内科主任岳辉介绍，该

患者本来就有家族病史，家族中多人患

有高脂血症，十多年前被确诊为高脂性

胰腺炎后，没有严格遵守医嘱，饮食也

不注意，服药断断续续，导致其病情老

是反复。本次发病前，潘先生曾饮酒，本

来就有慢性胰腺炎， 在酒精的刺激下，

突然发病，导致血脂迅速升高，并发严

重感染，很难控制。

专家提醒，预防胰腺炎应限制高脂

肪饮食，尤其是动物油脂、动物内脏等

尽量少吃；可适当摄入富含不饱和脂肪

酸的食物如花生油、豆油，多吃蔬菜、瘦

肉、鱼肉等；改变做菜方式，以蒸、煮、凉

拌为主，少放油、少煎炸；限制甜食及碳

水化合物，因糖在肝脏中可转化为内源

性甘油三酯， 同样会使甘油三酯升高；

积极锻炼，控制体重；戒烟、少饮酒；遵

医嘱服药控制血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许咏怡）

可药食两用的红枣对于女性十

分特殊，饿的时候可以充饥，做菜煮糖水

时也可放几颗调味。 但吃红枣可以治疗

贫血的传言却沸沸扬扬。 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番禺院区中医科副主任

中医师郑艳华表示，红枣虽能养血，但不

能治疗贫血，过量食用还会容易生痰生

湿，引起胃酸过多、腹胀等问题。

郑艳华介绍，枣自古就被列为“五

果”之一，味甘性温，有补脾和胃、益气

生津、缓和药性等功效，是中医常用的

一味中药。 根据加工不同，有红枣和黑

枣之分。红枣是稍经沸水烫过后即予晒

干，而黑枣是经沸水烫过再薰焙至枣皮

发黑发亮、枣肉半熟、干燥适度为止，其

与红枣的成分、功效也大致相同。

常有传言称，吃枣可治贫血。 郑艳

华指出，红枣养血，但靠吃枣治疗贫血，

并不靠谱。 养血强调补益作用，并不是

指治疗贫血，在煲汤或煲药时，最好将

红枣掰开再煮，但也不能过量食用。 红

枣是滋补调养佳品，可经常食用，但过

量多吃容易生痰生湿，还会引起胃酸过

多、腹胀等问题，因此容易长痘、腹胀、

便秘肥胖以及糖尿病患者，不建议长期

食用或多吃。

过量饮酒易引发胰腺炎

红枣补益养血

而非可治贫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