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力：我要眼睛亮，耳朵灵

听到妈妈喊我乖宝宝，我努力转
动脑袋、睁大眼睛，到处寻找她的身
影；摇篮上挂的小玩具晃来晃去，我忍
不住一直去看它。妈妈，其实我在闲暇
时候，已经开始观察了，但我的眼睛正
在发育中，视力还不够好，你要多给我
吃一些含有叶黄素和维生素A的食
物，让我的眼睛更明亮，可以更清楚地
看到周围世界，提升我的观察力。

思考力：做脑子快的聪明宝宝

思考力就是大人们常常议论的
智商啦。我会一天天长大，脑容量也
在增加，这可是影响我IQ的重要因

素。所以我要多吃富含DHA和AA的
食物，还有胆碱、牛磺酸等营养元素，
也有助于我的记忆力和认知发展，像
惠氏的奶粉就很好啦，我需要的营养
里面都有，帮助我成为聪明宝宝。

营养充足还不够，思考力的培养
还需要妈妈你的配合。你要常和我玩
游戏，创造更多机会让我开动脑筋思
考，脑袋都是越用越快的嘛。不过你
也不用总是陪着我，遇到问题给点儿
时间让我自己想想，这样更有利于培
养我独立探索的能力。

活动力：我身体壮，又灵活

妈妈你知道吗，有时我会不乖，
手脚乱动、扔东西、到处乱爬惹你担

心，其实这正是我活动力的表现呀！
我身体强壮，手脚灵活，才能翻身、抓
起我喜欢的玩具，或者到处爬爬摸
摸，去认识这个新鲜的世界。提升活
动力需要维生素D和α乳清蛋白，维
生素D能够强壮我的骨骼，α乳清蛋
白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色氨酸，
是调节睡眠、情绪的重要营养元素，
还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能让我有好
食欲，吃饱睡足我才有好体格嘛。

抵抗力：拥有好体质，不当病宝宝

专家老师说，宝宝出生后，从母体获
得的抗体会渐渐消失，而自己的免疫系
统还没发育完善，所以抵抗力很差。可
溶性膳食纤维、核苷酸和β胡萝卜素能

够帮我调节肠道健康，促进消化吸收、
增强抵抗力，让我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和病菌侵扰，所以日常饮食要多补充。其
中有些营养我可以通过妈妈的奶水天然
获取，但如果妈妈的奶水不足，您就要通
过添加了这些成分的配方奶和辅食为
我补充了。有个好体质、不生病，我才能
去观察，思考和活动，抵抗力可是我发展
学习力的基础，不能忽视呀！

妈妈你要知道哦，优秀的宝宝不
光是有健康的身体和高智商，拥有学
习力，做个全面发展的宝宝，才能保
证我的一生都能更好地抓住成功机
会。我未来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宝宝，
就要看我们的共同努力了。妈妈，让
我们一起加油吧！

婴儿世界的学习体验———新生宝宝学习日记
爸爸妈妈，等了这么久我们终于

见面啦！我猜你们肯定希望我快快长
大，成为聪明又健康的优秀宝宝吧！
我现在每天吃得饱睡得足，但要想让
我成为优秀宝宝这些还不够。惠氏营
养品主办的“ 婴儿床里的科学家—始
于生命之初的学习体验”周末爱儿
课堂活动邀请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金星明教授等权威育儿专家为妈妈
们做讲座，指出优秀宝宝需要教养结
合，不但要保证营养充足，还要注意
培养宝宝的学习力。0-3岁是我学习
力培养的黄金阶段，将会影响我的一
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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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器官移植技术和术后治
疗水平已达到国际水平，但仍然面
临提高移植后受者的长期存活率和
生活质量的诸多挑战。”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
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院长郑树森教授如是道。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北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
心主任石炳毅教授认为，排斥反应直
接影响器官移植受者和移植物的近
期及远期存活，采用诱导治疗方案可
以显著降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
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免疫耐受、减少移
植受者长期存活必须使用的免疫抑
制药物的数量和剂量、有利于实现减
激素或无激素的免疫抑制方案。

早期免疫诱导对于长期存活率
治疗至关重要。据美国器官分配网
络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无论何种
类型的器官移植，接受早期免疫诱
导治疗可减少排斥反应，1年、5年和
10年的移植器官及移植受者存活率
均高于未接受诱导治疗的受者。

郑树森院士指出，全程管理移
植受者术后的免疫排斥反应，从而
最大限度地延长器官移植受者的存
活时间、提高受者的生存质量，避免
第二次移植造成的器官供体紧张加

剧，是目前中国器官移植一直关注
的重点和医学挑战。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
委、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于立
新教授指出，急性排斥反应是降低移
植受者长期存活的一个重要的危险
因素；它不仅会给受者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和生理痛苦，部分病人再次移
植也会加剧我国供体器官的稀缺程
度。受者必须要在移植后使用抑制免
疫排斥反应的药物即免疫抑制剂，才
能够使移植的器官在体内维持正常
功能，而且移植早期的免疫抑制治疗
方案的选择对于移植受者和移植物
的长期存活尤为关键。

据了解，目前临床上抗免疫排斥
反应的治疗方案更加精细，效果也更
为明显，不仅有移植后长期服用的核
心免疫抑制剂，也有移植术后早期应
用的免疫诱导药物，如以ATG-F等
为代表的抗淋巴细胞制剂。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
院长谭建明教授介绍，目前移植领
域开展最多的是肾移植，为进一步
提高肾移植后移植物及受者的长期
存活，目前术后的早期免疫诱导治
疗越来越被重视，诱导治疗率也因
此逐年提高。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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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缠上”青年白领
“ 自己年纪不大，平时貌似也

没什么症状，怎么会被诊断为高血
压呢？”不少中青年白领有些摸不
着头脑。事实上，如今这部分人群
已不在少数。

老年人患高血压是因为动脉
血管会随年龄增长，发生退行性硬
化或粥样硬化，使得血管壁弹性降
低，从而导致收缩压显著升高。那
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青年白
领被高血压这种“ 老年病”所纠缠
呢？还得在白领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找原因。

“ 承受过多压力和负荷是白领
产生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之一。”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医师陆志刚表示，工作繁忙，加班
熬夜，“ 空中飞人”，生活无规律，长
期过度情绪紧张等都会导致交感
神经激活，周围血管收缩而致血压
升高；同时三餐不定，抽烟饮酒，加
之应酬不少，长期过多摄入高脂
肪、高热量、高盐的“ 三高”食物，引
起钠水潴留，使血容量增加而致血
压升高；而坐多动少，以车代步，缺
少锻炼，产生腹型肥胖，或合并血
脂异常或糖耐量异常，往往加重高
血压的进展。

此外，可能还有遗传因素参与
其中。数据显示，父母一方患高血
压，子女患高血压的概率是28%；父
母双方均患高血压，子女患高血压
的概率高达45%。

医生同时指出，不论是老年高
血压，还是白领高血压，对血压不
加控制，都可能对心、脑、肾等重要
脏器造成损害，严重时诱发心肌梗
死、脑梗、肾功能衰竭等致命或致
残的并发症。不过，中青年人所患
的高血压，往往是波动性的。压力

大时、睡眠少时，血压升高一些。心
情舒畅时，睡眠保证时，血压又能
下降一些。也就是说，在发病的早
期，小动脉的紧张性增高，通常是
功能性的，血压升高往往不稳定。
但长而久之，血管壁发生器质性改
变，如管壁增厚、小动脉壁硬化等，
使得周围血管阻力增高变得不可
逆转，进而使血压升高逐渐趋向稳
定而患上高血压病。因此，及早地
发现与治疗至关重要。

心血管危险因素需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高血压的

治疗，一些医患往往只单纯注重降
压达标，缺乏对于心血管总体风险
采取管理，其结果是患者虽然持续
服用降压药物，病情却继续加重甚
至出现生命危险等情况的发生。

上海瑞金医院高血压研究所
所长王继光教授指出，“ 高血压是
一种心血管综合征，单纯的血压管
理已无法完全满足治疗需求。对于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来说，应该
采取‘ 降压护心’的优化管理方案，
重视具有明确心血管保护证据的
药物，在降压达标的同时对心血管
风险进行管理。”

据了解，我国每年心血管病死

亡300万人，占总死亡人数的40%以
上，其中至少一半与高血压有关。

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城市居民
冠心病死亡率为64.67/10万，占所有
心脏病死亡的64.28%。高血压作为冠
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尤为值得
重视。据统计，我国约70%冠心病患
者合并高血压，因高血压引起的心血
管事件发病/死亡率的相对风险随血
压升高而显著增加。

“ 目前医生和患者对高血压导
致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认知仍较低，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的控制率也
不高，2009年中国门诊高血压合并
冠心病患者对高血压的控制率仅为
31.3%。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冠心病
患者二级预防使用ACEI或ARB者
仅8.6%。”王继光教授表示，“ 在治
疗过程中，医师不但要注意患者降
压，同时要对心血管危险因素进行
干预，这样才可以有效降低风险和
死亡率。”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
单纯降压还不够

加班熬夜、三餐不定、
高脂饮食⋯⋯不少上班族
就这样被高血压“ 缠上”
了。对抗高血压，要重视生
活保健，也要重视正确治
疗。“ 对于高血压合并冠心
病患者来说，应该采取‘ 降
压护心’ 的优化管理方
案。”专家如是说。 王勇 文

罕见病顾名思义为患病率较低
的疾病，每年2月的最后一天被定为
国际罕见病日。

“ 罕见病”又称“ 孤儿病”，是指
患病率极低的一类疾病。罕见病也是
一类慢性严重性疾病，约有50%的罕
见病患者在出生时或者儿童期即可
发病，病情常常进展迅速，死亡率高。
据专家介绍，目前我国的罕见病面临

“ 诊断率低、治疗率低”的两大难题。
在诊断方面，由于罕见病的症

状涉及血液、骨科、神经、呼吸、重
症等多学科，不少医生对于罕见病
的认知有限，因此存在高误诊、漏
诊的现状，病人往往辗转2到3家医
院可能都无法确诊，这为罕见病患
者的后续就诊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对于确诊患者，在治疗上也普遍存
在着“ 用不起药”和“ 用不上药”

的困境。
“ 罕见病的现状是严峻的，但是

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罕见病患
者自身的努力，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
的。先从诊断来说，其实罕见病在一
定程度上是可防可控的，加强早期
筛查，部分罕见病患者家庭的遭遇
是可以避免的。”上海市医学会罕
见病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儿科学
教授顾学范指出。

上海市医学会罕见病专科分会
主任委员李定国教授表示：“ 国家医
保给予一定的报销是解决这一困境
的关键，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
力，一直在呼吁相关医保机制的尽
快完善，以及相关立法制度的尽快
建立。让政府和社会为这些患者共
尽一分力，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早
用药，用得起药。” 王勇

移植患者接受早期免疫诱导治疗
可减少排斥反应

罕见病患者现状需共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