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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一周讯

大健康

烟台“优生六免费”

服务机构名单公布

为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烟台市卫
计委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
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的
通知》，公布“优生六免费”服
务机构名单。

据悉，近年来，烟台相继
实施了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免
费发放优生优育指导书籍、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增
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免费
产前筛查(孕妇血清学筛查)、
免费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
筛查等涵盖出生缺陷一、二、
三级预防的“优生六免费”服
务。本次“优生六免费”服务机
构名单共分为六大部分，涵盖
近百家机构。 据《水母网》

母乳库成立一年多
142人已捐赠母乳

坐落于省立医院东院新
生儿监护病房的我省首家母
乳库，去年 3 月挂牌成立，七
八月份正式开始运营。新生儿
监护病房护士长李敏敏说，母
乳库成立一年来，每天都有来
捐献母乳的，而且捐献的妈妈
们均是该院的早产儿妈妈，甚
至不用发动社会上的捐献。

据悉，捐献母乳的妈妈，
首先得健康，没有长期用药
史；首次捐献母乳，宝宝必须
在 6 个月以内；能够无偿捐献
10 次以上；还得提供本人 6 个
月以内病毒检测结果的原件
或者复印件；或者到母乳库免
费抽血检测。

捐献的母乳也并非检测
合格后就能使用。据了解，医
院设有专门的营养科，营养师
会根据每个早产儿的情况，为
他们“个性定制口粮”，一般在
96 小时内食用。据《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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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时别哺乳，乳汁会有“毒”
二胎妈妈除了身体上承受

的压力外，心理上也承担着较
大的压力，情绪是影响母乳喂
养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哺乳时千万不要焦虑或

者生气，因为这时候的
母乳是有‘毒’的。”刘
媛解释，人在生气时，
交感神经系统兴奋，
大量去甲肾上腺素被

释放，同时，肾上腺髓质也过量
分泌肾上腺素，这两种物质在人
体的过度增加会导致心跳加快、
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等症状，危
害妈妈的健康，并且产生有毒的
乳汁。

此时哺乳，有毒乳汁会被宝
宝摄入，影响其心、肝、脾、肾等
多脏器的功能，使宝宝的抗病能
力下降，消化功能减退，生长发

育迟缓，或变生他病。此外，情绪
如同控制乳汁排出的闸门，大怒
可使闸门关闭，常出现乳汁停止
分泌，或已分泌出的乳汁不能排
出，影响哺乳。

刘芬补充，对于无法进行及
时哺乳的母亲来说，也可以采取
冰箱保存母乳的方式，一般冰箱
冷藏 4℃ 以下可保存 24 小时，
零下 18℃ 冷冻可以保存半年。

□文/图 记者 刘一梦

5月是属于母亲的月份，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是母亲节，5月20日除了是甜蜜的告白日之外，还
是卫生部确立的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随着二胎
时代的来临，哺乳又成了许多妈妈们甜蜜的负担，
较之奶粉，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食物，母乳喂养的
好处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也被越来越多的人
认知。母乳有哪些特别的有益成分？哺乳期间能否
服药？

非母乳喂养的娃
患慢性病几率高2倍
“根据 2016 年和 2017 年的

数据统计，二胎生产率已经占
到所有生产率的 55% ，二胎妈
妈和一胎妈妈相比，最大的区
别在于母乳喂养的经验上。”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刘芬介绍，大家都知道母乳喂
养是好的，而至于到底“好”在
哪，许多妈妈却很难答上来。

“母乳能满足 6 个月内婴
儿的营养需要，接受较长时间
母乳喂养的孩子传染病发病率
和死亡率较低，智力也更高。这
种差别会一直持续。”刘芬说，
国际母乳会要求纯母乳应喂养
至少 6 个月，母乳喂养应至少
12 个月，最好到孩子两岁。

据了解，母乳至少含有 415
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对婴儿
的成长发育发挥着重要功能。
根据多项调查表明，母乳喂的
时间越长，宝宝日后患癌症、脑
膜炎、骨质疏松等疾病的几率
越低。数据显示，非母乳喂养的
宝宝死于肺炎的可能性是母乳
喂养宝宝的 15 倍。母乳喂养将
降低宝宝超重或肥胖症的几率
是 22% 。母乳所具备的免疫功
能将降低孩子患Ⅱ型糖尿病并
发症的几率是 37%。和母乳喂养
宝宝相比，非母乳喂养的宝宝身
患慢性疾病的几率大于 200%。

母乳喂养的好处不仅是对
孩子，更是对母亲。“坚持 6 到
24 个月母乳喂养的妈妈，身患
乳腺癌的几率能降低 25% ，身
患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几率会降
低 1 1 % 到
25%。"

开奶不必追求“洁净”，
婴儿第一口吃的是有益“菌群”

“许多家庭都非常注意新生
儿母乳喂养的卫生清洁状况，特
别是开奶的时候，会提前用肥皂
水清洗后再让母婴接触，其实这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误区，因
为通过第一次母婴的直接接触，
宝宝吸吮乳房获取含有丰富免疫
球蛋白、抗体等物质的初乳，促进
肠道微环境的形成，建立正常的
肠道菌群，有利于减小新生儿的
腹泻、肠道过敏的情况。也就是
说，比起第一口奶来说，吃进去的

‘菌群’更重要。”刘芬说。
“怕孩子吃不饱”也是一个许

多家庭都担心的问题，而这种担
心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新
生儿的胃容量是随着母亲乳汁分
泌量的增加而逐渐增长的。刘芬

介绍，比起孩子吃不饱，现在更多
家庭的孩子是“吃太饱”。产后补
充营养并不是多多益善，大多数
新妈妈不需要额外补充高能量的
汤水和肉类，仅靠孕期积累的能
量已经足够产后宝宝所需。

如果新妈妈在乳腺导管还没
通，或新生儿吸吮能力弱，或母婴
分离的情况下，饮用下奶汤，大量
分泌的乳汁就会造成乳胀结块，
造成新妈出现系列的乳房问题，
后果会更加严重。

此外，专家强调，母乳喂养的
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按需哺乳”，
而这个“需”是由婴儿说了算，母
亲不必担心把孩子“惯坏”，要充
分满足婴儿的吸吮需求，也就是
让孩子“想吃就吃”。

“许多妈妈都会在发烧、感冒
等情况下，停掉对婴幼儿的母乳
喂养，这是完全没必要的。”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刘媛说，发烧、感冒、长水痘以及
出现呼吸道传染病时，妈妈们都
可以进行正常哺乳，而且可以正
常吃药。刘媛解释，除了一般疾病
之外，患有自身性免疫疾病如狼
疮、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由于甲
功低下而需要长期服用优甲乐的
妈妈都可以进行正常哺乳。

“拿强的松来说，虽然含有激
素，但激素的分解与吸收需要在
肝脏产生的一种酶的作用下才能
进行，而新生儿是没有这种酶的，
所以即便是母亲服用这类激素，

婴儿也是不受影响的。至于水痘，
其传染途径是通过呼吸道传播，
并非通过哺乳的消化系统。”刘媛
强调，对于携带乙肝病毒的母亲
来说，产后 6 小时及 24 小时分别
注射抗体和疫苗后，也可以进行
母乳喂养。有严重心脏病的妈妈
无法进行母乳喂养，其原因并不
是母乳有问题，而是患者的身体
素质无法支撑夜间频繁起床而产
生的心脏压力。

“对于癫痫、抑郁的妈妈来
说，服药和哺乳也是不冲突的，大
多数药物对于婴儿来说也都是安
全的，遵医嘱服用就可以，没必要
因为哺乳放弃服药，也没必要因
为服药放弃哺乳。”

吃药和哺乳不冲突，发烧感冒不影响哺乳

叶酸别代购
本土配方更管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
科副主任医师刘媛强调，准妈
妈需要提前三个月开始服用
叶酸，本土配方比海淘的更管
用。“拿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爱
乐维来说，一个品牌分为亚
洲、欧洲和澳洲三个配方，不
同配方的各种成分含量不
同。”刘媛举例说，澳洲处方的
叶酸碘含量很高，而我国人在
食盐中就补充过碘了，再吃澳
洲叶酸，碘就补充过量了。所
以许多中国妈妈盲目海淘澳
洲货，效果却适得其反。

刘媛，医学博士，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
师。长期从事产科临床、教、
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擅长围产期保健，胎儿
发育异常的诊断，妊娠合并
症及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
长期承担和参加产科危重病
人的抢救，熟练掌握产科超
声，围产期各类手术操作。从
事妇产科工作20年，擅长围
产期保健，胎儿发育异常的
诊断及产科合并症并发症的
治疗。门诊时间：周二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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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起营养扶贫
免费公益午餐活动

近日，2018 山东全民营养
周活动在济南启动，主题为

“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口号
为“慧吃慧动，健康体重”。为
持续 2018 全民营养周科普教
育与行为习惯教育，融合营养
扶贫需要，中国营养学会携手
免费午餐基金，发起“慧吃慧
动，减重 100 天打卡”公益活动
(简称“减重 100 天”)，并将减
重 100 天成效转化为免费公益
午餐，助力贫困地区儿童营养
扶贫。

据悉，“全民营养周”2015
年创建，每年 5 月的第三周为

“全民营养周”。今年“营养周”
期间，济南营养学会社区专业
委员会还将围绕活动主题，开
展营养宣传进社区、进单位等
一系列科普宣传活动。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高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护士长刘芬正在对新妈妈进行母乳喂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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