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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期盼已久的合作，是一件众望
所归的盛事。

为更好地推动我市医疗事业的发展，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对健康知识和医疗技术
的新需求，打造高端科研平台，近日，“医学
遗传学专家工作站”正式落户义乌市妇幼
保健院。

这标志着，我市在推进医、教、研合作方
面迈出新步伐、取得新进展，助力义乌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搭建新平台，增添新动力，带
来新机遇。让义乌百姓足不出市就能享受

“院士级”医疗服务，使义乌及浙中地区的
广大遗传病患者享受到国内一流的医技服
务，大幅降低义乌市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出
生缺陷率，优化优育人口素质，推动义乌市
精准医疗的发展，打造服务于义乌和浙中地
区的“浙中医疗高地”。

牵线搭桥

把院士专家请进来

把院士专家请进来，企业、医疗单位在
技术研发、科学教研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
跟院士“取经”。院士专家如果有了科研成
果，也可以在企业、医疗单位进行成果转
化。为助推高质量高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
之都”，我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步伐从未
放缓。

今年6月，市科协在“三服务”活动大走
访中，了解到市妇幼保健院正在围绕市领
导提出的“高水平、国际化、特色化”建院，
打造“浙中医疗高地”，计划建立全省一流

的转化医学和精准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
的建成，将切实降低义乌市人口出生缺陷，
造福于义乌及周边地区人民，推动义乌市
精准医疗的发展。但是，目前医院急需柔性
引进高端人才、引进高新技术，提高临床医
疗、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为此，市科协多
次前往市妇幼保健院走访服务，送政策上
门，并了解医院的基本情况和指导院士专
家工作站建设。7月19日，我市召开院士专
家工作站建设座谈会，会议听取了市妇幼
保健院等筹建单位负责人的筹建情况及下
半年工作计划，了解了各单位重点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及问题，并给予解答和帮助。
10月13日，市科协工作人员陪同市妇幼保
健院负责人，专程赴湖南长沙拜访夏家辉
院士及团队，围绕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义
乌市妇幼保健院的具体项目、人才项目等
工作内容进行对接交流。

通过市科协的牵线搭桥，目前，市妇幼保
健院已经成功与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邬
玲仟教授签订了建站协议，并开展无创Plus、
CNV-Seq等有关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项
目合作。

向院士专家“借脑”

为医疗发展注入新动能

“医学遗传学专家工作站”以湖南家辉遗
传专科医院的夏家辉为主导，由邬玲仟、梁德
生、夏昆、潘乾等国内知名专家共同组成。在
中国，院士的称号代表着科学技术方面的最
高水平，每一名院士都是国宝级人物。夏家辉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人类与医学遗传学家，我国现代人类
与医学遗传学的开拓者，我国“临床遗传
学”奠基者，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创始人。他所带
领的科研团队在从事医学遗传学上得到国
内外公认。

邬玲仟专家长期从事医学遗传学研
究、临床和教学工作，在遗传病诊断与产前
诊断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
2014年获首届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金会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湖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1项，其他部省级科学技术奖4
项。主持国家科技计划项目10项；在国际
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SCI收录90多篇，
主编《医学遗传学》等多部全国规划教材和
专著。

记者了解到，从20世纪中叶至今，遗
传学可谓生命科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
一，“人类与医学遗传学”则是遗传学的
核心所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得
益于夏家辉院士等人的努力，我国“医
学遗传学”从无到有，并逐渐在国际舞台
引领潮流。

“工作站的建立，为医学遗传学科发
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无论是在设备硬件还是在人才软件
等方面都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妇幼保健
院院长金洪星表示，通过引进湖南家辉
遗传专科医院的检测、诊疗高新技术，建
立专家工作站，一是建立“严重致愚、致
残、致死性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网络”；

二是建立覆盖全市的“孕前咨询和检查、
产前检查、新生儿疾病筛查”三级出生缺
陷防控网，有效阻止出生缺陷患儿的出
生，切断致病基因在该家系中世代相传
的遗传链条。

可以说，这次“联姻”不仅使市妇幼
保健院成功与国内顶级人类与医学遗传
技术接轨，使得双方在医疗、教学、科研
等方面，达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
时，将建立区域产前诊断中心、精准医疗
和转化医学中心等途径，充分发挥专家
团队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及其专科特
色优势，指导妇幼保健院开展疑难遗传
病检测、诊断、产前诊断与遗传咨询等专
科特色服务，提高妇幼保健院临床医疗、
教学科研及管理水平。

医院的目的是为当地百姓和患者服
务。在从医、教、研三方面齐下手提升科
室整体实力外，工作站还着力让科室每
一个人都积极向人才迈进，并不断引进
人才充实科室团队，在引进设备的档次
和数量上向中国最好医院看齐，一支本
地化的专家团队也逐步建立。医院管理
组、临床组、超声组、实验组的各个专家
将积极配合工作站的运行，不断掌握和
应用新技术，提升医学遗传学乃至全院
的整体技术实力和水平，为我市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不断注入强劲活力，进而助
推义乌高质量发展，让市民群众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安康。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文/图

足不出市享受“院士级”医疗服务 助推我市医疗水平迈上新高度

院士专家工作站成为妇保院创新发展“最强大脑”

引言：作为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设协调小组牵头单位，市科协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
入基层，呼应企业、群众所盼，不断
提升服务水平，推动主题教育走实
走深。通过广泛了解我市高新技术
企事业单位的创新需求，精心组织
企业与院士专家进行项目对接和技
术咨询，为企业和院士专家搭建交
流平台，与各成员单位同心协力解
决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中遇到的难
题，促进了我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设的顺利开展。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医学遗传学专家工作站”的成立就
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杨先生发来短信询问：胸口疼了半个多月去
检查，医生说是乳腺增生三级，请问严重吗？可以
治好吗？

义乌复元医院甲乳、肿瘤科主任王婷回答：乳
腺增生是一种临床症状，它主要是由于身体内分
泌激素水平失调，造成雌激素水平过高，雌孕激素
比例失衡而出现的现象，是乳房组织中乳腺管和
乳腺小叶发生不同程度的增生改变所导致的。三
级代表着病变为良性，可以口服中成药治疗。平时
保持心情舒畅，放松心态，平静自然，要定期随访，
一般建议半年或一年再复查。

乳腺增生能治好吗？

针对颈椎，发明人瘫痪后执迷七年研究，申
请并取得了一项实用新型的技术发明——— 摆动
式位移枕头，专利号ZL2010205350225。2012
年11月，该产品顺利通过浙江省科技厅下达的
省级新产品科技成果评审验收，其相关技术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众所周知，颈椎病大多源自久坐工作而缺少
活动的人，，颈椎病初期常伴随着酸、麻、胀、痛，严
重时会导致头晕、恶心、失眠、神经衰弱甚至瘫痪。
而目前人们针对颈椎要么经常到特定场所去针
灸、推拿、医疗牵引甚至吃药；要么认为自己没有
时间或怕麻烦得过且过，以致延误最佳好转的机
会导致症状加重。及时放松自己白天工作压力造
成的颈椎压迫，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会动的枕头利用人人都要睡眠这一特点，
发明了用机械原理制造的枕芯，睡觉时你只要
轻轻一枕，头部重量就会带动枕芯移动和转动，
同时摩擦带动颈椎向头顶方向移动，既轻松舒
服又方便可靠。

针对颈椎 关爱睡眠

床奇·会动的枕头

心肝胃肾脑肠……对不少人来说，动物
内脏是餐桌上一道独特的美味。可是，也有不
少质疑的声音，认为它们有种种健康隐患。动
物内脏到底能不能放心吃？

食品安全博士、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
流中心副主任钟凯表示，从营养学的角度，动
物内脏其实是个“营养宝库”。比如内脏中深
红色的部位都富含“血红素铁”，其含量高于
红肉，也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动物内脏大多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并且其蛋白质
含量也很高，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单独
来看，每种内脏又各有特点。

肝。动物的肝脏含有人体所需全部种类
的维生素，其中维生素A、D、B2、B12的含量特
别高，比如维生素A含量远超过奶、蛋、鱼、
肉。肝脏的蛋白质超过瘦猪肉，铁、锌、铜、锰

等微量元素十分丰富，几乎是自然界中营养
素最全的食物。

心。心脏的B族维生素含量和微量元素
含量远高于普通的肉类。其中，维生素B1含量
最出众。心脏脂肪含量并不高，但鸡心、鸭心
脂肪含量约为猪牛羊的2倍。

肾。动物的肾脏含有不少维生素A和维
生素D，而普通肉类含量很低。与其他内脏相
比，肾脏的硒含量有绝对优势。

胃。猪、牛、羊的胃俗称肚，鸡、鸭、鹅的胃
俗称胗。与其他部位相比，胃的脂肪及胆固醇
含量较低。其中，胗的蛋白质含量与瘦肉不相
上下。

肠。与其他内脏相比，肠在营养方面没啥
优势，且猪、牛、羊的肠通常会含有大量脂肪。

虽然动物内脏营养丰富，但是安全风险

也与之并存。其中，被人质疑最多的就是肝
脏和肾脏。因为在动物体内，肝脏就像一
个巨大的“化工厂”，是最重要的营养合
成器官，也是解毒器官，各种毒素都会送
到肝脏去处理；肾脏则是动物体的排毒
器官，它也很难避免和毒物打交道。钟凯
表示，如果动物患病、过度服用药物，或
饲料、水源被污染，就可能导致有害物质
在肝脏中累积。肾脏作为排毒器官，也难
免被污染。但只要是经过动物检验检疫
的合格产品，并注意控制摄入量，一般来
说不会危害健康。相比而言，动物的心脏
和用来储存与磨碎食物的胃污染较少。
对不同动物来说，同样饲养环境下，大型
动物如牛、羊等生长期更长，肝脏等内脏
中积累的环境污染物相对较多，而鸡、鸭

生长期较短，污染物相对较少。
钟凯提醒，吃动物内脏，一定要在可

靠的市场购买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标志
的产品，不吃发生病变或不新鲜的内脏。
加工时应彻底清洗干净，烹饪时不要过
度追求滑嫩口感，应彻底煮熟，健康人群
每周吃1~2次也不是问题。喜欢吃肝、肾
等内脏的健康人，按此频率替代肉类，每
次不超过100克。喜欢吃肥肠的人也要
适量，防止脂肪摄入过多。肝、肾的胆固
醇含量较高，高胆固醇血症等患者要少
吃。适当摄入动物肝脏可以预防贫血、夜
盲症、干眼病等，给孩子做辅食每次最好
不超过20克(约为一汤匙肝泥)，也可以购
买现成的瓶装辅食。

据人民网

各种内脏如何放心吃

如今，久坐盯着电脑屏幕成了大多数人
的工作状态；下班回家后眼睛还要“加班”看
手机，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引起干涩、红肿、
疼痛、视物模糊等症状。为缓解眼睛疲劳，市
面上电热眼罩随之流行。但是，电热眼罩使用
有风险，若使用不慎，甚至可能会灼伤眼睛。

近日，武汉一名35岁女性就因使用网购
的电热眼罩，导致过敏和眼角膜被灼伤。对
此，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医师张健表示，用电热眼罩热敷眼部只能暂
时缓解眼部疲劳。目前市面上的电热眼罩品
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发热温度过高、
时间过长，就可能灼伤眼部皮肤或眼角膜，眼
罩中添加的成分也可能引起过敏等问题。而
且，眼疲劳并不是单纯用眼过度的问题，其原
因有很多，如近视、远视的人群可能是因为屈
光不正，中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干眼症或泪液
分泌不足等。因此，当眼部出现不适症状时，

不应首选使用眼罩，而应及时就医、用药。
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健康用眼，少看电子
屏幕、多眨眼、多远眺。

如果使用电热眼罩，一定要慎重选择
正规厂商生产的产品。使用时，温度切不可
过高，最好控制在40~42℃；时间不要过
长，以10~15分钟为最佳，不可戴着眼罩睡
觉，以免导致低温烫伤。同时，对于习惯戴
隐形眼镜的人群，一定要先取下眼镜再使

用眼罩，否则长时间的高温环境会加速隐
形眼镜的水分蒸发导致变形，损伤眼球。此
外，用电热眼罩前要做好面部清洁，使用前
15分钟和后15分钟不要使用眼药水。

电热眼罩也并非人人都能用，如糖
尿病患者因周围神经病变对温度不敏
感，可能会导致低温烫伤；高血压患者可
能因高温引起血压波动；易过敏体质者
等也应慎用。 据《生命时报》

电热眼罩只能暂时缓解眼部疲劳

鱼肝油是维生素AD的俗称。新生宝宝生
长发育快，正常喂养下难以满足维生素A和
维生素D的摄取，需要额外补充鱼肝油。那
么，鱼肝油该怎么吃，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发挥
效果？今天好好聊聊这件事。

鱼肝油中富含的维生素A，是人体生
长发育的必需物质。维生素A缺乏会引起
皮肤粗糙、角膜软化以及夜盲症等，适量补
充鱼肝油可防治维生素A缺乏。维生素D可
有效促进钙、磷等物质吸收，促进骨骼生
长，预防佝偻病。处于快速生长发育期的婴
幼儿，及时补充维生素D尤其必要。鱼肝油
中还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是脑神经活力

的重要营养物质，能促进智力发育。
一般来说，出生14天的宝宝建议开

始补充鱼肝油，早产儿出生后一周就可
以添加。每天服用1粒，一直吃到2~3岁。
吃鱼肝油，也有相对比较适宜的时间。
1 .和钙一起吃。吃钙时，可以加鱼肝油
一起吃，能更好地帮助钙吸收。如果不
吃钙，也可单独喂，或吃奶吃饭时搭配
着一起吃。2 .上午吃。鱼肝油每天上午吃
相对较好，此时宝宝精神饱满，正是一
天身体活动开始的时间，营养成分能快
速被身体吸收利用。加上此时宝宝多在
户外活动，晒太阳一定程度也能帮助身

体补充维生素D。
很多家长有疑问，宝宝经常晒太阳

还需要吃鱼肝油吗？事实上，晒太阳是补
充维生素D的天然途径，但要获得足量
维生素D，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比如，阳
光要充足、孩子暴露的皮肤范围要足够
大、晒太阳的时间要足够长。而这些条
件受到季节、气候以及生活习惯的制约
和影响，不如口服鱼肝油方便。而且，小
宝宝皮肤娇嫩，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可
能会使皮肤受到伤害。因此，建议晒太阳
的同时还是要注意补充维生素D，以保证
摄入量达标。 据健康网

鱼肝油，上午吃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