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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搏并非都需药物治疗
马先生：医生您好，我今年 63 岁，最近一段时间，心跳不是很正常，忽快忽慢，特

别是早上、中午起床和轻微运动后，心跳没有节奏，严重的时候一分钟超过 150 次，
请问是否属于早搏症状？危险性有多大？需要吃什么药？需要做何种检查及治疗？

儿科门诊

近报顾问委员会专家
卜培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
内科主任医师、山东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内科教
研室副主任，中华医学会
心血管病学分会全国委
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
学分会高血压学组委员，
山东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医
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分
会高血压委员会副组长，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
进会高血压分会委员，山
东省心功能协会理事。主
治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
化、心律失常、冠心病和心
肌病等心脏疑难危重病。

专家门诊：周三下午
和周四全天。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文化
西路107号。

疾病预防

专家：您好，您的情况属于
心律不齐，也就是早搏。室性早
搏是室性心律失常的一种，对于
所有室性心律失常患者，都应进
行心电图和12导联心电图与超
声心动图检查，以评估是否存在
包括遗传性或获得性心肌病变
在内的心脏基础疾患。但值得注
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室性心律
失常都需要药物治疗。

室性心律失常分为良性、潜
在恶性及恶性心律失常。良性室
性早搏占大多数，主要表现为大
多无器质性心脏病基础、室性早
搏病史相对较长而没有发生心
脏事件；恶性室性早搏主要表现
为多见于器质性心脏病基础，潜
恶性室性早搏的临床表现介于
良性和恶性之间。如果没有器质
性心脏病的证据且排除遗传性
心律失常，无症状的偶发性室性
早搏、二联律或三联律应被视为
正常变异，此类情况比较常见，
并且不需要治疗。

器质性心脏病所伴发的室
性心律失常可能增加不良心脏
事件的风险，因此需要对其进行

进一步检查，病毒性或风湿性心
肌炎可引起青年人病理性室早；
病理性室性早搏与冠心病、心肌
梗死、左心功能不全、高血压、心
肌病等有关。

无论室性早搏有无症状，都
需要注意低钾血症、严重失眠和
高咖啡因摄入等因素。而频繁的

室性早搏可能导致可逆的心肌
病，也可能是存在结构性心脏病
的标志。当患者存在频繁发作
时，要特别注意。

另外，有研究表明，若患者
无明显临床症状，无需药物干
预，也不必对每天早搏的数量过
分关注。 记者 刘一梦 整理

试管婴儿被备孕妈妈称
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为了让
广大市民了解试管婴儿是怎
样诞生的、什么是宫腔镜、胚
胎如何安家、试管婴儿的常识
以及无精是否可以要健康的
宝宝等问题。本周六，济南市
中心医院专家张迎春、王红霞
和张意茗将现场讲述试管婴
儿如何诞生。

讲座时间：5 月 19 日（周
六）9：00-11：00

讲座地点：济南市中心医
院综合病房楼二楼会议室。大
家可以乘坐 1、2、37、47、63、
101、103、116、119、507 路公
交车在中心医院站下车即可
到达。

专家介绍：张迎春，生殖
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从事
妇产科临床工作 25 年，专攻

妇科内分泌疾病诊断与治疗
15 年，对妇科常见病如子宫肌
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
症等常见病及复杂、疑难疾病
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王红霞，副主任医师。
1995 年开始从事妇产科临床
工作至今 20 余年。在妇科内
分泌疾病治疗、各种诱导排卵
方案及超促排卵方案的选择、
超促排卵并发症的预防和治
疗、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张意茗，副主任医师。擅
长生殖内分泌性疾病(高泌乳
素血症、卵巢早衰、闭经、功
血)、子宫内膜异位症、输卵管
因素以及多囊卵巢综合症等
原因引起的女性不孕等病症
的诊断治疗。

咨询电话：0531-85695998

名医讲解，试管婴儿如何诞生

孩子脖子歪
小心是小儿肌性斜颈

有的家长发现，孩子的头
总是歪向一边，多次摆正后很
快又回到原来位置，这是为啥？

导致小孩头歪或斜颈的原
因有很多，有先天性肌性斜颈、
神经性斜颈、炎症性斜颈等，其
中肌性斜颈在临床上最为常
见。小儿肌性斜颈可通过临床
症状、体征和 B 超的检查做出
诊断，确诊后应及早进行治疗，
手法推拿是小儿肌性斜颈的首
选治疗方法。

小儿斜颈若不能得到及时
治疗，严重的可继发颈椎侧凸
畸形。 据健康报网

医医生生正正在在给给患患者者听听诊诊。。（（资资料料图图））

花蚊子又出没
警惕登革病毒

天气渐热，耳边出现魔咒
一样的嗡嗡声，说明蚊子又开
始到处“作恶”了。说到蚊子，不
可避免地就要讲到登革热。济
南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介
绍，如果被登革病毒盯上了，可
能会出现高热、肌肉疲乏、淋巴
结肿大等严重后果。

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
引起的急性蚊媒传染病，该病
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人与
人之间不会直接通过呼吸道、
消化道或接触等途径传播。蚊
子通常在吸食被感染人血液时
获得病毒，被感染的蚊子终生
均能传播病毒，少数还可经卵
将病毒传给后代。

典型的登革热临床表现为
起病急骤，高热，全身肌肉、骨
骼及关节痛，极度疲乏，部分患
者可有皮疹、出血倾向和淋巴
结肿大及白细胞减少。需注意，
目前没有治疗登革热的抗病毒
特效药，预防登革热的最主要
措施是防蚊和灭蚊，切断传染
登革热病毒的源头。

“市民应尽量避免用清水
养植植物；对于花瓶等容器，每
星期至少清洗、换水一次，勿让
花盆底盘留有积水；房间要有
纱门、纱窗和蚊帐等防蚊设
施。”济南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
提醒，另外，外出的时候应穿着
长袖衣服及长裤，可使用驱蚊
液预防蚊子叮咬；还应避免在
树荫、草丛、凉亭等户外阴暗处
逗留。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陈彦

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
或可治乳腺癌

炎症性肠病，你了解多少？

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董辰
方教授课题组最新发现，用于
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唑来膦
酸”，可以有效抑制基底细胞
样乳腺癌的扩散和转移，有望
成为治疗这种恶性肿瘤的靶向
药物。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的数据
显示，乳腺癌已成为全世界女
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在
乳腺癌的四种临床亚型中，基
底细胞样乳腺癌侵袭性很强，
且肿瘤细胞缺少雌激素、孕激
素受体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
这些治疗靶点，预后效果比其
他乳腺癌亚型差。

董辰方课题组通过对 5000
多个乳腺癌病例分析后发现，
基底细胞样乳腺癌细胞中，一
种代谢酶“尿苷二磷酸糖基转
移酶 8”（UGT8）异常活跃，并
可产生大量硫苷脂，而硫苷脂
激活了癌细胞存活和转移的信
号通路。小鼠实验表明，唑来膦
酸处理肿瘤细胞的效果与直接
敲除 UGT8 效果接近，两者具
有类似的机制调控细胞代谢和
功能。

董辰方表示，唑来膦酸此
前一直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其
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破骨细胞
活 性 有 关 ，现 在 发 现 它 是
UGT8 的直接抑制剂，可抑制
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

据新华社

医学前沿

“一滴血”查癌症不靠谱
癌症诊断一直是医学上难

以攻克的难题。但不久前，网上
盛传一种新的癌症检测方法，号
称只用一滴血就可以有效迅速
地检测出患者是否罹患癌症。甚
至还有报道称“一滴血”检测法
可以实现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破
解“癌症即绝症”的难题。“一滴
血”可查癌症是真的吗？准确率
又有多少？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
室副主任王宁表示，“一滴血”查
癌法并非是确诊癌症的根本标
准。他认为，抽血化验，是大家体
检和到医院就诊时经常做的项
目。血液中的一些化验数据，的
确可以有效检测判断人体是否

患有某些疾病，但对于诊断是否
患有癌症并不现实。

“‘一滴血查癌症’概念是肿
瘤血清标记物检测，这种检测值
并不能诊断是否患有癌症。”王
宁说，现在有一定比例的人群，
比如肿瘤血清标记物比较高，都
会超过标准，专业上叫做假阳
性；还有一些人群得了癌症，一
直到去世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
没有超标。这个比例比较大，超
出医学上可以接受的范围，基于
这样的原因，它并不是诊断肿瘤
可信的标准。

王宁称，现在国际上通用
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办法是低剂
量螺旋CT去筛查早期肺癌。他

表示，筛查早期肺癌需要先界定
高危人群，高危人群一般指吸烟
人群，吸烟指数达到 20 包年（ 20
包年指这个人每天吸烟的包数
乘以烟龄，并且年龄超过45岁）。
界定高危人群后，就可以去做肺
癌低剂量螺旋CT，来诊断早期
病人。

“现在，国际上通过这种方
式筛查出的绝大部分肺癌患者
都属于早期，五年生存率能达到
80%以上。”王宁说，如果没有早
发现早治疗，只是依靠有明显症
状了再就诊，70%的患者发现时
已经是中期或者晚期，五年生存
率不到10%，甚至没有有效的治
疗办法。 综合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目
前原因尚不清楚的慢性非特异
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
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流行病
学资料显示，近十余年来我国
炎症性肠病患病人数呈逐年上
升趋势。5月19日是“世界炎症性
肠病日”，山东省立医院将举办
大型炎症性肠病患者健康教育
活动。在活动中，由炎症性肠病
专家许洪伟、郝菁华、姜军梅、
李宾、于淑霞等为市民讲解炎
症性肠病的相关知识，以提高
市民对这一疾病的正确认知和
自我管理。

讲座时间：5 月 19 日（周
六）9：20-15：30

讲座地点：山东省立医院
中心院区。大家可以乘坐 13 、
19、29、74、101、K127 路公交车
在省立医院站下车即可到达。

专家介绍：许洪伟，主任医
师。擅长诊治消化系统常见病
及疑难复杂病症，尤其擅长
ERCP技术诊治胆胰疾病、消化
道早癌的治疗等。

郝菁华，主任医师。擅长消
化系统疾病，包括胃炎、消化性
溃疡、慢性肝病、炎症性肠病及
消化道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姜军梅，副主任医师。擅长
诊治消化系统的胃肠道、肝胆、
胰腺等脏器的各种疾病。

李宾，主要从事消化内镜
治疗，消化介入治疗。在消化道
早癌、上消化道狭窄等疾病的
内镜治疗上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擅长胆胰疾病的介入治疗。

于淑霞，擅长消化系统疾
病诊治。包括消化道早癌、溃疡
性结肠炎、功能性胃肠病等。

咨询电话：0531-8793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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