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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产期催产
降低胎儿死亡风险

我国发现一种抗癌药
可治疗血色病

浙江大学医学院王福俤教授与

闵军霞教授团队发现，抗癌类药物

“恩替诺特”可特异激活铁调素

DNA启动子的转录，显著上调铁调

素水平，缓解肝组织中的铁元素过

载，发挥治疗血色病等铁过载疾病

的效应。

“这一发现将为包括血色病、地

中海贫血在内的铁蓄积疾病提供新

的治疗靶点，并为二型糖尿病、心脑

血管疾病等由铁过载导致的慢性病

提供潜在防治措施。”王福俤说。

新华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
也可通过消化道感染

中国、沙特阿拉伯、德国等国研

究人员15日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上报告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也

能通过消化道感染人类。它能在外

界环境中存活一段时间，有可能通

过排泄物或其他污染物传播。

中东呼吸综合征由一种新型冠

状病毒引起，于2012年在沙特阿拉

伯首次被发现。目前，全球已向世界

卫生组织报告2100多例确诊病例，

其中至少733人死亡。 新华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邱少波 康伟 医
学
前
沿

寒风起，气温降。近来随着

冷空气频频到访，省城打喷嚏、

流鼻涕、鼻塞的市民也明显增

多了。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这

只是简单的着凉感冒，吃点感

冒药就好。可也有些人，在服药

之后情况依然不见好转。殊不

知，如果“感冒”超过一周症状

仍未缓解，那很有可能是过敏

性鼻炎在作怪。

专家指出，季节交替时期

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过敏

性鼻炎因为症状与感冒相似，

很容易被认定为“小病”，如果

治疗不及时，可能引起支气管

哮喘、分泌性中耳炎等疾病。

皂

皂

对于预产期已至却无分娩迹象

的孕妇，医院通常会等待1至2周才

会催产。英国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如

果在预产期催产，出现死胎和新生

儿死亡的风险会降低。

研究领头人汉娜·奈特说：“似

乎有证据显示，在孕期40周时催产

最为有益。”不过她指出，研究目前

尚处于初始阶段，仍需进一步验证

才有必要考虑大规模改变现行医院

干预手段。 新华

做读者需要的健康服务

美国批准
世界上第一种数字药物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批

准世界上第一种数字药物。这种药

物里含有一种可摄入传感器，用来

告知医生病人是否按时服药等信

息。

该药片进入人体溶解后，沙粒

大小的传感器接触到胃液，就会向

病人身上的穿戴式贴片发送信息，

包括服药时间以及特定生理数据；

而贴片又会把信息传给智能手机。

经病人允许，医生和护理者可通过

网络接触到这些信息。传感器最终

会从人体排出。 新华

“感冒”半月不愈 原来是过敏性鼻炎作怪
它可不是“小病”，有可能引发哮喘、中耳炎等并发症

皂

长碳纳米管
或像石棉一样致癌

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近日

发表的一项动物研究表明，被广泛

用于工业和消费品生产中的长碳

纳米管可能具有与石棉相似的致

癌作用。

长碳纳米管是纳米管的一种，

具有重量轻、强度高等优点，被广

泛用于头盔、自行车、飞机、电脑主

板等工业和消费品生产中。

研究人员指出，不是所有的纳

米纤维都会造成危害，最新发现只

适用于长碳纳米管。 新华

皂

把过敏性鼻炎当感冒

吃完药症状更重了
近日，市民王先生每天起

床都要打几个响亮的喷嚏。起

初，因为有打喷嚏、流鼻涕的症

状，他以为只是着凉感冒，并没

有太在意，自己从药店随便买

了点感冒药。可是，半个月时间

过去了，他的“感冒”症状反而

更加严重了。

“一天下来要打上百个喷

嚏，鼻涕就像自来水一样流，让

人很尴尬。”王先生说，上下班

路上，因为不能及时擦鼻涕，他

只能戴上好几层口罩。

因为这些症状严重影响了

日常生活，王先生开始借助网

络搜索，结果跟“过敏性鼻炎”

对上了号，这才想起到医院检

查。果然，经医生诊断，他患的

确实是过敏性鼻炎，而不是先

前认为的感冒。

“在临床中，像王先生这样

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混淆的大

有人在。感冒药确实可以短时间

缓解鼻炎的症状，但之后症状仍

会反反复复，并且持续较长时

间。”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科主任刘继荣告诉记者，感

冒与过敏性鼻炎，虽然都有相同

的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症状，

但感冒往往伴有发热、咽痛等，

有些还会有畏寒、肌肉酸痛等全

身性症状。从病程来看，感冒一

般比较短，7-10天可自行痊愈，

而过敏性鼻炎往往会持续更长

时间，有些甚至是常年性的。

每十人就有一名患者 冷空气是疾病诱因
“最近一段时间，门诊上经

常见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刘

继荣告诉记者，季节交替时是过

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尤其是秋

冬、冬春交替时。而近期过敏性

鼻炎患者的增多，与频频到访的

冷空气也有关系。

据刘继荣介绍，过敏性鼻炎

是鼻腔受外来刺激所导致，其发

病与患者自身体质和环境有关。

其中，尘螨是引起过敏性鼻炎最

常见的吸入性过敏原，花粉、食

物、动物毛发皮屑等也是常见的

过敏原。而寒冷对鼻黏膜本来就

有刺激作用，在秋冬季节，冷空

气成为过敏性鼻炎发作的主要

诱因。

有统计显示，成年人过敏性

鼻炎的患病率大约为10%。刘继

荣告诉记者，近年来，过敏性鼻

炎的患者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在

他看来，这与人们接触到越来越

多的过敏原有关，“有些人在室

内养花、养宠物，有些人长期接

触化妆品，还有人们难以避开的

空气污染等，过敏原增多，过敏

性鼻炎的发作几率也就提高

了。”

除此以外，遗传也是过敏性

鼻炎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

父亲或母亲有过敏性疾病史，他

们的孩子患过敏性疾病的比例

就会增加。

当成小病久拖不治 可能引发多种并发症
“有些人会认为过敏性鼻炎

不过是打打喷嚏、流流鼻涕，并不

是什么大病，所以不太在意。”刘继

荣告诉记者，临床中很多患者都是

在症状比较严重时才会想到就医，

实际上，如果不加以治疗、任其发

展，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效

率，还容易引起哮喘、支气管炎、鼻

窦炎、中耳炎等并发症。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我国儿

童过敏性鼻炎中有三分之一会

发展成哮喘。刘继荣解释说，过

敏性鼻炎看似属于耳鼻喉科疾

病，哮喘看似为呼吸系统疾病，

但其实这两种疾病紧密相扣，互

相影响。过敏性鼻炎是哮喘的一

个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它可在

哮喘发病前、发病后及发病同时

发生，以前者占绝大多数。而“同

一气道，同一疾病”，由于鼻黏膜

与气道黏膜相连，过敏性鼻炎和

哮喘又有共同的潜在发病基础，

所以这两种疾病常常同时存在。

五官相通，耳鼻之间有一个

相通的管道，叫做“咽鼓管”，鼻腔、

鼻咽部的感染会容易通过咽鼓管

蔓延到鼓室，而引起中耳炎。儿童

的咽鼓管比较短，而且相对平直，

感染更容易通过咽鼓管蔓延，所以

比成人更容易并发中耳炎。

淡盐水冲洗可缓解 严重者可进行微创治疗
过敏性鼻炎虽然是一种常

见、多发的疾病，但目前没有特

效的方法可以治愈。医生建议通

过筛查来明确过敏原。如果进行了

过敏原回避还有明显的症状，就要

接受药物治疗，包括外用的鼻喷激

素和内服的抗过敏药等。发病时可

以用淡盐水冲洗鼻腔，来缓解症

状，但要注意避免过度清洗。

“大多过敏性鼻炎通过治疗

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但仍有部

分患者治疗效果不佳或服用药

物后副作用明显，此时也可以通

过微创治疗来改善症状。”济南

市三院疼痛科医师田大朋告诉

记者，翼腭神经节支配黏膜和腺

体的分泌。在CT引导下，用一根

0 . 7毫米特殊穿刺针(针灸针粗

细)，通过脸的侧面放到鼻子后

面，对翼腭神经节进行射频治

疗，可以明显降低鼻黏膜的敏感

性，减轻鼻黏膜的分泌，能改善

过敏性鼻炎至少80%的症状。

要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发生，

首先还是要从自身体质入手，合理

饮食和运动，增强免疫力。因为感

冒往往会引发鼻炎，在冬季要注意

保暖，注意不要骤然进入冷热悬殊

的环境，避免感冒。日常生活中注

意清洁，保持个人及鼻腔卫生。

怀孕期间是不是一点药都不能吃
读者李女士咨询：我已经怀

孕两个月了，最近因为天冷感冒发

烧，嗓子非常疼。想咨询大医生栏

目的专家，孕妇能不能吃药。

济南医院药剂科主任王乃东

解答：孕产妇一点药都不能吃的

观点是错误的，当病情已经影响

到母婴健康的时候，需要使用抗

生素。孕产妇用药的分级标准非

常严格。例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根据药物对胎儿的致畸情

况，将药物对胎儿的危害等级分

为5个级别，分别为A、B、C、D、X。
A类：在人类有对照组的研

究中，证明对胎儿无危害。

B类：动物实验中证明对胎

儿无危害，但尚无针对人类的研

究；或动物实验证明有不良作

用，但在人类有良好对照组的研

究中未发现此作用。

C类：尚无很好的动物实验

或人类的研究，或者动物实验对

胎儿有不良作用，但在人类身上

缺乏可利用的资料。

D类：已有证据证明对胎儿

有危害，但在利大于弊时仍可使

用。如苯妥英钠、卡马西平等。

X类：已证明对胎儿的危险很

大，例如治疗痤疮的异维甲酸等。

按照上述标准，我重点介绍

一下孕产妇的用药注意事项。

青霉素类药物为B类药，毒性

小，是对孕妇最安全的抗感染药物。

头孢菌素类药物为B类药，

此类药可通过胎盘，但目前无此

类药致畸的报道。

大环内酯类药物多为B类，

因分子量较大，不易通过胎盘。

可用于青霉素过敏者和衣原体、

支原体感染者。

氨基糖甙类药物属D类或C类
药。此类药物易通过胎盘，脐血药

物浓度明显升高，对孕妇及胎儿有

一定危害，孕期禁用或慎用。

甲硝唑药物现在为B类，过去

为C类。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

推荐其用于孕期阴道滴虫病的治

疗。但替硝唑为C类药，孕期慎用。

磺胺类多为C类，本类药物

易通过胎盘，动物实验有致畸作

用。孕期慎用，分娩前禁用。

四环素类多为D类，包括四

环素、土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

素等。此类药容易通过胎盘影响

胎儿，为致畸药,孕期禁用。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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