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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长得矮，来问问专家

无痛分娩会有副作用吗？

CAR-T疗法让癌症“治愈”成为可能

孙女士：医生您好，我现在怀孕 7 个多月，胎儿发育正常，生产时想采取无痛分娩的方式，听
说无痛分娩是往腰椎注射麻醉剂，这样一来是否会影响宫缩，从而延长产程？如果顺产不顺利，再
采取剖腹产是否会有影响？此外，无痛分娩针会导致产后腰痛么？

疾病预防

近报顾问委员会专家
齐峰

防治肥胖，这场讲座不容错过

医学前沿>>儿科门诊>>

不要过多给孩子
补充维生素

专家：你所说的“无痛分
娩”，在医学上称为“分娩镇痛”，
可以让准妈妈们减少分娩时的
恐惧和产后的疲倦，让她们在时
间最长的第一产程得到休息，当
宫口开全时，因积攒了体力而有
足够力量完成分娩。采取分娩镇
痛的方式不仅不会延长产程，还
会因为减少了生产的痛苦感而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产妇缩短产
程，在无法顺产的时候也可以再
及时更改为剖腹产的方式，且无
痛分娩一般不会对胎儿和产妇
有副作用。

无痛分娩一般适用于顺产
的产妇，只要腰部没有紧急症
状，都可以进行注射。在阵痛时，
麻醉医师会根据药物的代谢等
情况给产妇在腰椎置入一根硬
膜外导管注射一定浓度的麻药，
在整个过程中，麻醉药的浓度较
低，相当于剖宫产麻醉时的 1/5-
1/10，可控性强，安全性高。

这种分娩阵痛时几乎不影
响产妇的运动，不会影响宫缩，
也就是说减轻疼痛感后，有利于
产妇放松生产时的紧张情绪，产
妇能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主动
配合、积极参与整个分娩过程，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产程。
许多人认为选择了无痛分

娩，在腰部打了麻药之后就不能
再进行剖腹产手术了，这个观点
是错误的。虽然剖腹产和分娩镇
痛打麻药的位置都是腰部，但所
用的药物浓度不同，当注射无痛
针后顺产行不通的时候，仍可以
立即更改为剖腹产，再从同一位
置更改麻药浓度就可以，所以如
果无痛分娩不顺利时仍可以再
采取剖腹产的方式。

在无痛分娩术后影响方面，

大多数产妇腰痛的位置都不是
麻醉穿刺的地方，也就是说产后
腰痛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和环
境、体质、恢复情况等相关联，不
能单纯归咎为麻醉的责任。

目前，美国分娩镇痛率>
85%，英国>90%，其普及度受医
护人员配比、工作任务量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虽然在国内的普及
度还不高，但无痛分娩在正规医
院中已经是一项简单易行、安全
成熟的技术，准妈妈们不必过于
担心。 记者 刘一梦 整理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中华医学会麻醉分
会气道管理组委员，中
国心胸麻醉感控分会常
委，山东省医学会麻醉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山
东老年学会麻醉分会副
主任委员，山东省糖尿
病与减重外科学会副主
任委员。主要从事临床
麻醉、急救复苏及疼痛
治疗，有近30年的急慢性
疼痛治疗经验。

专家门诊时间：周
日下午。

地址：山大齐鲁医
院高新区医院门诊4楼。

若孩子生长缓慢，或是性
早熟、青春期提前该怎么办？

4 月 14-15 日，山东大学附
属济南市中心医院将开展“生
长发育与青春期医学门诊”2018
春季义诊活动，解答各类儿童
生长发育相关问题，现场免费
进行矮小身材筛查、生长发育
评估、生长发育指导，并对符合
矮小标准患儿免测骨龄费(限每
日前 10 名患儿)。

义诊时间：4月14-15日(周
六、周日)。

义诊地点：济南市中心医
院门诊 6 楼儿童预防保健科“生
长发育与青春期医学门诊”。

义诊专家：彭惠，副主任医

师，医学博士，山东省医学会儿
科专业委员会内分泌学组委
员，山东省预防医学会儿保分
会生长发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事儿科临床、科研与教学工
作20余年。主研方向为儿童内分
泌与儿童保健专业。

擅长儿童生长发育，对儿
童矮小、儿童甲状腺、性腺、上
腺、儿童肥胖、青春期发育异常
等内分泌及遗传代谢疾病诊治
有较深入研究。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二、
四、五(儿童保健科)；周六(儿童
内分泌、生长发育与青春期医
学专科门诊)。

咨询电话：0531-85695973。

现在过度肥胖的患者越来
越多，而肥胖症会导致全身疾
病。过度肥胖可能会引发脂肪
肝、肝功能损害；导致病人膝关
节、腰椎间盘的损伤；可以发生
脐疝，导致代谢疾病、高血脂、
高血糖，病人出现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导致脑梗、脑缺氧。

4月14日，山东大学附属济
南市中心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
孙少川将开展肥胖症防治的专
题讲座，并为30名市民提供免费
咨询、义诊机会。

讲座时间：4月14日(周六)上
午9：30至11：30。

讲座地点：大明湖党群服
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按察司街

66 号大明湖小学西邻 100 米路
南，乘坐 K59、101、K50、K151、
31 路公交车在青龙桥站点下车
后步行 200 米即到。

讲座专家：孙少川，山东大
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外科教
研室主任、胃肠外一科主任、山
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
普外科医师协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医师协会减重与糖尿病外科
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胃肠
外科等病症的诊断及研究。近
几年专注于胃肠外科疾病的微
创手术治疗及减重与糖尿病外
科诊疗技术的应用与研究。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
咨询电话：0531-85695736。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儿童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药品或者
保健品，很多家长会让孩子成
年累月地服用，其实这是不科
学的。不要以为孩子吃了维生
素有益无害。其实吃多了并不
好，同样会对身体造成损害。”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副研
究员、中检科(北京)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检验中心主任曹晓梅表
示，微量元素一般情况下也不
用另外补充，除非有缺乏某种
维生素或微量元素的临床表现
并经医生确认需要补充的。另
外，随意给孩子吃补药也是错
误的，一些补药如蜂王浆、人
参、丙种球蛋白等，易导致性早
熟或过敏情况。 据 39 健康网

肿瘤免疫治疗主要靠激发
人体免疫系统，动员免疫细胞抗
癌，它在靶向肿瘤细胞的同时极
少损伤正常组织，而CAR-T细
胞治疗在血液系统肿瘤等恶性
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令人振奋
的临床疗效，更是成为目前肿瘤
免疫治疗的研究热点。

重庆市肿瘤医院血液肿瘤
科副主任医师杨涛介绍说，T细
胞是人体抗肿瘤免疫的主力军，
对肿瘤细胞具有极强的杀伤作
用。但是天然的 T 细胞在杀伤
肿瘤细胞方面存在三大缺陷，从
而一直制约其发展而无法在临
床得以真正有效应用。一个缺陷
是不能直接识别肿瘤抗原，第二
个是识别了肿瘤抗原的初始T

细胞必须依靠共刺激分子激活
才能最终转化为能够特异性杀
伤肿瘤细胞的效应T细胞。最后
一点就是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
况下，人体内可以特异性识别肿
瘤细胞的T细胞数目微乎其微，
而且杀伤活性也很低。

“CAR-T之父”以色列教授
Z e l i g E s h h a r 及 美 国 教 授
CarlJune等提出解决策略——— 从
基因水平武装T细胞，即通过基
因工程给T细胞安装上人造受
体(CAR)及共刺激分子，一次性
解决T细胞的识别和激活问题。

这种人造受体被称为嵌合
抗原受体，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
一种嵌合了能够直接识别肿瘤
抗原结构的人造受体。从肿瘤患

者自身血液收集T细胞，通过基
因重组技术获得CAR结构，再在
体外通过转染技术将CAR基因
定向转入T细胞的基因组中，T
细胞就可以表达相应的CAR结
构。将转染后经过纯化和大规模
扩增的CAR-T细胞再注入到肿
瘤患者体内，便会在肿瘤患者体
内增殖并杀死具有相应特异性
抗原的肿瘤细胞，其效应T细胞
的数量、靶向性、杀伤活性和持
久性均可大大提高。

肿瘤免疫治疗仍处于发展
阶段，CAR-T细胞治疗目前在
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系统肿瘤
已取得显著疗效，但对卵巢癌、
胰腺癌等实体肿瘤的临床疗效
还有待研究。 据《健康时报》

备孕夫妇出国
警惕寨卡病毒

春暖花开，很多人萌生了
出国走走的想法。济南市疾控
中心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在
尽享异域风情的同时，也要警
惕寨卡病毒威胁。

“寨卡病毒是引起‘小头
症’的主要病原体，传播途径是
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
另外还可通过性接触传播及其
他传播方式。成人感染后大多
没有明显症状，但对怀孕母亲
则存在很大的危害。”济南市疾
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孕妇
感染后，寨卡病毒会进入已成
型的婴儿体内并影响婴儿大脑
发育，导致婴儿发育异常，包括
自发性流产、胎儿宫内发育迟
缓及小头畸形等问题，婴儿在
出生后表现为脑部变小、记忆
力衰退、身体协调性差等。

工作人员介绍，成人感染
后，通常无症状或轻微症状，如
发热、头痛、起疹子、红眼、关节
痛、肌肉痛等。目前，本土居民
感染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以南的
拉丁美洲地区，包括巴西、哥伦
比亚、墨西哥等。2015 年以来，
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丹
麦、芬兰、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也
均发现了寨卡病毒输入病例。
济南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提
醒，对于准备要宝宝的夫妻，要
谨慎去往寨卡流行的地区；如
果前往流行区，回国后应严格
检测寨卡病毒感染情况，一旦
发现感染，要进行正规治疗，直
至病毒清除后，再行怀孕。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陈彦

药箱里的这 3 种药
必须扔掉

家庭药箱

药物本来是用来治疗疾
病的，但有些药物却如同定时
炸弹，不及时丢掉，可能给健
康带来威胁。

超过保质期的药。用药前
要仔细检查药盒上的有效期，
发现过期应及时丢掉。过期的
药物疗效很差，而且药物会分
解成其他产物，可能引起严重
的不良反应。

保质期内，但“变样”的
药。药品开封后，受保存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保质期会缩
短。例如颜色、气味发生变化，
出现变黄、变黑或霉点、斑点；
糖浆、滴鼻剂等液体药物，出
现结晶、絮状物或浑浊；冲剂
发黏结块、溶化、有异臭等，都
说明药品已经变质；胶丸往往
很难从颜色来判断其是否变
质，但如果有油败味，最好不
要再吃。药膏如果出现异臭、
败味、油水分离则不能再用。

开封超过 1 个月的眼药
水。眼药水开封后，极易在使
用和保存过程中被泪液及空
气中的微生物污染，建议开封
后 1 个月内用完。超过这个时
间则不建议再用。

除了这些药物，药瓶里的
干燥剂等开封后也不应保留。
因为药品一旦开封，干燥剂反
而会变成吸附水分的“凶手”，
容易使药品潮湿变质，建议及
时丢掉。 综合

齐齐峰峰正正在在为为患患者者进进行行麻麻醉醉手手术术。。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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