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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流产，或是染色体“出了错”

今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专家称每30秒就诞生一个缺陷儿，应做好预防干预

今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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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黄月星 吴琪）

夏秋交替正是心脑

血管疾病频发之时， 很多患者明明按

时吃药， 血压还是忽高忽低、 控制不

好？心绞痛发作又变频繁？广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黎镇

赐指出，这一切的“诱因”都是因为气

温降低，昼夜温差增大。

黎镇赐表示， 气温对血压有明显

影响，当气温降低时，机体为了维持正

常体温， 全身血管较温暖炎热时明显

收缩，血管阻力增大，为了保证全身供

血，血压便明显升高。“一般来说，温度

每降低 1℃， 收缩压升高 1.14mmHg，

舒张压升高 0.58mmHg， 当天气突然

变冷，或者早晚温差较大时，血压波动

会更明显，老年人因为血管弹性差，血

压波动更加明显。 ”黎镇赐指出，高血

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进行性动脉粥样硬化可引起冠心

病及脑血管供血不足等疾病， 血压的

骤升骤降更是急性心肌梗死、 脑出血

及脑梗塞的重要诱因。

此外，秋季进补的传统由来已久，

黎镇赐表示，天气逐渐转凉，人们的胃

口也随着气温降低而逐渐打开， 而消

化器官要工作， 腹腔内脏器官血管扩

张使血流充足以保证需要， 四肢血管

为保证内脏血液供应， 就要让血管收

缩，给急需处提供保障，从而也会引起

血压升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

讯员 张阳 刘文琴 黄睿 ）

今年

9 月 12 日是第 15 个中国预防出

生缺陷日。 据统计， 目前我国出

生缺陷的总发生率达 5.6%， 大

约每 30 秒钟就会诞生一个缺陷

儿， 每年出生缺陷儿数量高达

80 万~120 万人， 出生缺陷已成

为婴幼儿死亡的第二大病因， 约

占 19.1%。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妇产科围产专科副主任陈

慧教授表示， 出生缺陷问题不容

小觑， 预防和干预是减少出生缺

陷发生概率的有效方法。

“医生， 怎么办？ 我的宝宝

为什么又停止发育了？” 王娟

（ 化名）

今年 30 岁， 这是她第二

次怀孕。 第一次怀孕流产时， 她

觉得是自己不小心， 因此特别注

意调整饮食和作息， 加强身体锻

炼， 也有服用维生素， 没想到还

是发生流产。 陈慧介绍， 王娟是

流产门诊中常见的患者， 建议她

清宫时查绒毛染色体， 寻找流产

原因。 一个月后， 王娟带着检查

报告来到医院遗传门诊咨询， 结

果显示胚胎有 1 条 7 号染色体不

正常， 出现 7 号染色体微缺失和

14 号染色体微重复。

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 虽然

王娟的检查结果正常， 但王娟丈

夫的检查结果显示， 他是平衡易

位携带者。 陈慧介绍， 多数染色

体平衡易位对携带者本人来说并

没有明显影响， 但在生育下一代

时往往会遇到困难。 染色体不平

衡的严重程度直接影响胚胎发育

时间的长短， 重者胚胎早期丢失

或胎儿夭折， 轻者发生表型改变

分娩畸胎。 “对于平衡易位携带

者， 应该进行有效的遗传咨询，

选择合适的生育方式。” 陈慧介

绍， 平衡易位携带者有两种生育

方式可选择， 一种是自然受孕和

产前诊断， 另一种是“三代试管

婴儿”， 需要进行植入前遗传学

检测和产前诊断。

其中， 植入前遗传学检测

（

PGT

技术）

是“试管婴儿” 技

术发展而开展起来的一种技术，

是指在胚胎植入母体前完成的遗

传学检测， 该方法可筛选遗传学

正常的胚胎进行移植， 增加种植

率、 降低流产率， 特别适用于有

高风险生育遗传病患儿的夫妇。

据了解， 王娟夫妇后来在中

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生殖中心

做了“三代试管婴儿” 并进行

PGT 检测。 在怀孕的 18 周， 王

娟也做了产前诊断。 最终， 王娟

如愿生下了一个染色体正常的宝

宝。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杨上上）

秋高气爽， 皮肤干燥瘙痒

是常见的皮肤问题。 广州市皮肤病防

治所所长王建琴教授表示， 皮肤持续

瘙痒、 皮疹反复发作不见好， 应警惕

为特应性皮炎 （AD）， 尤其是老年人

容易当作普通瘙痒等闲视之。 专家指

出， 防治 AD， 润肤抗炎是关键， 日

常皮肤护理尤须做好补水保湿。

老年人男性比女性更高发

特应性皮炎 （AD）， 也叫特应性

湿疹、 遗传过敏性皮炎， 是一种以皮

肤干燥瘙痒为主要症状、 反复发作的

慢性皮肤炎症。 “特应性皮炎不会传

染， 但有遗传倾向， 患者往往还有过

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 过敏性结膜

炎或过敏性胃肠炎等过敏性疾病。”

王建琴介绍， 根据发病年龄的不同，

既往临床上将特异性皮炎分为三期。

分别为婴儿期

（

1~2

岁）

： 常有急性皮

炎表现， 头面部比较多红斑丘疹糜

烂； 儿童期

（

2~12

岁）

： 亚急性或慢

性皮炎表现， 多对称出现在四肢屈

侧、 颈窝、 肘窝等处； 青年与成人期

（

12

岁以上）

： 一般由儿童期迁延而

来， 皮肤会出现苔藓样变， 皮损范围

更为广泛， 手背、 脚背等处也会发

病。

王建琴指出， 目前， 临床上把 60

岁以上确诊者单独列为老年特应性皮

炎， 一般表现为皮疹多， 全身都可

长， 伸侧居多， 且男性比女性更为高

发。

治疗过程中应避免过度清洗

据介绍， 特应性皮炎目前仍无法

根治。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皮肤科主任

刘玉梅表示， 由于与遗传体质有关，

当前该病尚无法治愈， 需要进行长期

的慢病管理。 她表示， 预防对于特应

性皮炎非常关键， 也可减少复发。

特应性皮炎的治疗遵循阶梯式治

疗原则。 如果皮肤以干燥为主， 只有

轻微皮损， 使用润肤剂即可， 注意补

水保湿； 有瘙痒症状， 但皮损程度较

轻， 可外用激素或钙调磷酸酶抑制

剂； 中度皮损可外用激素、 钙调磷酸

酶抑制剂或其他口服药物

（ 比如抗组

胺药物）

； 重度皮损则需进行全身系

统治疗。

此外， 对于特应性皮炎患者来

说， 日常皮肤管理应遵循“洗不能过

度， 润不能不足” 原则， 每天清水冲

凉一次即可， 不提倡使用消毒剂、 刺

激性太强的沐浴露、 碱性肥皂等。 不

少人会认为， 多洗可以洗掉患处的细

菌， 更有益于康复。 殊不知， 这样反

而可能导致皮肤屏障更加脆弱。 而在

洗完澡后， 还要及时涂抹润肤剂， 局

部干痒症状加剧时也应及时补充。 老

年性特应性皮炎患者尤需注意保湿。

温馨提醒

预防胜于治疗

这八种情况要警惕！

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大

心血管病患者要小心

长者皮肤持续瘙痒，当心特应性皮炎

老年人皮肤本就干燥，容易

瘙痒，因此老年特应性皮炎治疗

起来往往难度较大。 不少老年人

认为年纪大了， 皮肤瘙痒很正

常，有些则一直当成普通湿疹来

治疗。

“很多被当作普通湿疹治疗

的，其实很可能是特应性皮炎。 ”

王建琴表示，普通人在家可参考

“226标准”进行自测：

2:

两个系统，除了皮肤外，还

有呼吸道、鼻部或眼部过敏等；

2:

家族里有至少两个人过

敏；

6:

慢性湿疹皮炎超过

6

个月。

知多D

“226”标准

可在家自测风险值

染色体有异常怎么办？ 陈慧表示，目前针对染色

体异常的治疗没有十分有效的方式，治疗手段还是以

症状治疗及器官畸形矫正为主。由于染色体发育不全

治疗困难、疗效不满意，所以染色体异常的预防尤为

重要。 预防措施包括推行婚检、遗传咨询、染色体检

测、产前诊断等，如果经产前诊断发现患儿染色体异

常，可选择性人工流产等措施，避免出生缺陷的发生。

如果夫妻双方存在以下这些情况，在备孕前进行

染色体检测十分必要：

1.有不良孕产史的夫妻双方，如：复发性流产、死

产等；

2.有发育障碍、多发畸形、智力低下或者明显体

态异常的患者；

3.家族中已有染色体病或者先天畸形个体；

4.疑为先天愚型的患儿及其父母；

5.原发性闭经或不孕的女性；

6.无精子症或不育的男性；

7.生殖器发育不正常或畸形的人，比如女性乳房

不发育、幼稚子宫、阴蒂过大等，男性阴茎短小、睾丸

发育不全、尿道下裂等；

8.长期接触 X 线、有毒物质或者电离辐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