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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普查“
术前四项”后，梅毒检出病率持续递增

武汉患者可享梅毒免费治疗
本报记者武叶 通讯员郑卫 罗志娟
梅毒是我国报病率最高的性传播疾
病，尤其在临床普查“术前四项”后，梅毒
报病率持续上升。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启
动梅毒规范化治疗试点， 由武汉市皮肤
病防治研究所为临床发现的早期梅毒患
者提供免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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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术患者的必查项目，此后大量“潜伏”
的梅毒患者被发现。
数据显示，梅毒、尖锐湿疣和淋病位列
我国性病发病前三。 最近 5 年，武汉市梅毒
报病率以每年 6.7%的速度递增。不过，李士
樑指出， 实际发病率可能并不像看上去的
增加那么快。 这是因为，诊断梅毒有四项依
据： 患者血清梅毒螺旋体抗体实验和非梅
毒螺旋体抗体实验双阳性， 患者有过高危
性行为，且未接受过规范的梅毒治疗。 而临
床医师往往发现“双阳性”即上报疫情，这
当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被误判。
同时， 由于检测和治疗脱节，“术前四
项” 在疾病预防控制上存在一定局限
性——
—外科、妇科、口腔科等手术科室，检
出不少梅毒疑似患者， 然而缺乏性病专业
背景的医生，无法给予患者规范的治疗，甚
至不好意思告知患者“疑似梅毒”的事实。
李士樑说，在依照规定将其上报至相关部
门后，手术医生很可能对疑似病例
“
视而不见”，
以至病人失访，仅留下一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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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樑：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性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艾滋病预
防与控制人力资源库专家、湖北省性学
会委员、武汉市性学会常务理事。擅长各种
性传播疾病及合并症的诊断治疗，并善于
综合应用实验室技术、外科手段解决临
床疑难问题。
门诊时间： 周四、六全天（武胜路
院区）

市政府“搭桥”为患者免费治疗

“术前四项”提高了梅毒的检出率
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性学科主任
李士樑介绍，“术前四项” 指手术前对患者
进行乙肝、丙肝、艾滋、梅毒的相关病原学
检查， 以筛查患者是否患有或感染了这几
种疾病。 2008 年前后，国家卫计委将其列

2015 年 9 月，武汉市启动梅毒规范化
治疗试点项目， 由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
所（以下简称
“
市皮防所”）对早期梅毒患者实
行免费治疗。 此举的目的，就是在梅毒检测
与治疗之间“搭桥”。
李士樑介绍，项目启动后，患者若在其
他医院检出梅毒“双阳性”，医生将出具一
张转介单，告知对方“怀疑有梅毒”，并建议
对方到市皮防所再确认一下。 转介单一式
三联，除了交到患者手里的一份，还有一份
留在医院，一份同步传递到市皮防所。
截至 2016 年年底，市皮防所共开展梅

寒假“助长工程”免费测骨龄帮孩子长高活动受家长热捧

孩子身高有问题 七成家长有责任

１５岁的李蔓，爸爸身高１米７２，妈妈１
米５８，按遗传公式计算身高为１米５９，但李
蔓实际身高为１米５１， 妈妈发现近两年孩
子基本没长，昨日来到武汉市青少年健康
成长指导中心报名参加寒假免费骨龄检
测活动。 经检测，李蔓的骺软骨生长板已
经闭合停长了， 如果提前１年带孩子来调
整，孩子还可以多长五六公分。
这是今年寒假我市开展“免费测骨
龄，指导孩子长高”活动中众多案例中的
一个，据活动方的宋主任介绍，从寒假这
两日的检测结果来看，像李蔓现象的孩子
越来越多了，武汉家长对孩子的成长还存
在着较大的误区：其一：孩子比同龄人矮
了许多，还抱着“等等看”的念头，想帮时
已来不及了；其二：孩子十一二岁长的不
错，大了反而不长，早发育使家长前期麻
木乐观，助长滞后；其三：家长不经科学检
测找出矮身材的原因，乱吃乱补，导致孩
子过早发育，影响骨骼发育。
六种类型的孩子如何促进生长?
生长迟缓型:表现为个子一直长得比较
慢，也无明显的青春期突增(蹿个子)现象，其原
因多为疾病影响或骨骼营养匮乏。
骨龄偏大型:是骨龄大于实际年龄，长
高年限显著缩短，多由早熟所致。 早发育

的孩子如不及时调整往往长不高。
发育后停长型: 在青春期突增后生长
极度缓慢，身高增长≤2cm/年，必须赶在
骨骺闭合前及时补充生长关键性的物质。
营养过剩型:常由于蛋白质摄入过多，
营养物质代谢紊乱， 骨骼横向发展所致，
必须及时调整骨骼的发育方向，只有纵向
发展才能长高。
晚长型:比同龄的矮小，家长认为孩子
是晚长，需检测骨龄，如果常年的年长高
幅度低于中等水平，不能指望一个青春期
的突增就能追回多年的差距。
遗传型:父母较矮，遗传对孩子未来身
高有较大影响，但只要及早抓住后天生长
时节，增强骨细胞活性，突破遗传限制多
长高10厘米是完全可能的。
为此宋主任特别强调：在武汉受不良
饮食习惯、性早熟、汽车尾气等影响，孩子
骨骺线闭合提前，容易出现十一二岁左右
长得很快， 到十四五岁却缓长或不长了。
如果感到孩子年增长度在２—３厘米或停
长，家长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检测。 一
旦停长的时间超过三年， 骨骺线就会闭
合，失去长高机会。
相关链接：寒假期间（1月18日—1月
26日）， 武汉青少年健康成长指导中心将
举办免费骨龄检测活动。 该活动运用CHN
标准测定生长发育状况，分析孩子骨骼生长差
异，评估生长潜质，制定科学的助长方案，
全程跟踪定期复测，让
个矮的孩子实现追赶
性生长，挖掘已停长但
骨骼还未闭合孩子的
最后生长潜力。
地址：武汉市江汉
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国 扫描二维码
查看更多孩子长高知识
际商会大厦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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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确诊试验 2000 余人次，456 人接受免费
治疗，是往年治疗人数的 9 倍。 全市梅毒报
告病例 2912 例，其中先天梅毒 39 例，与上
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 可见，伴随疾病干预
与宣传的深入， 主动寻求梅毒检测和接受
规范治疗的患者增加了。
李士樑介绍，梅毒螺旋体相对于细菌、
病毒体积较大，在光学显微镜下可以看到。
它的危害在 于， 可 通 过淋 巴和 血 液循 环
“走”遍全身各个系统，引起相应的并发症。
梅毒可以治愈， 但由它引发的器官病变却
难以逆转。

两道
“关卡”可阻断母婴传播
90%的梅毒患者在治愈后， 血液中的
梅毒螺旋体抗体指标终身呈阳性， 这使患
疑似梅
者在人生中的每一次体检， 都面临“
毒”的尴尬。 其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从出生起
便带着“烙印”的梅毒宝宝。
去年， 一名 1 个多月的女宝宝被确诊
为先天梅毒。 令人困惑的是，孩子妈妈怀孕
3 个月时曾做检查，当时并无异常。 面对医
生追问，孩子妈妈最终承认，她在怀孕 6 个
月时曾与初恋男友发生过一次性行为。
李士樑介绍，怀孕 3 个月查梅毒、艾滋
属于产前必做项目之一，但仅靠这一道“关
卡” 是不够的， 建议有过高危行为的准妈
妈，在产前 3 个月增加一次检查。
李士樑介绍， 孕期共有两次机会可阻
断梅毒的母婴传播——
—在孕早期实施阻断
治疗，意义是避免胎儿宫内感染；孕晚期实
施阻断治疗， 意义是治疗已经感染了的胎
儿。 一般来说，梅毒从发生高危性行为到能
够检测出来约 4 周—6 周，实施母婴阻断的
成功率在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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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15 岁男孩，长得
瘦， 身高 1.70 米， 比同龄
的孩子瘦很多， 饭量小 ，
不经常生病， 神经状况很
正常， 孩子长得瘦看什么
科室?
田： 武汉市儿童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寿康
解答， 孩子可能刚过了快
速生长期， 能量储备不够
所导致的， 如果排除了甲
亢、低血糖，孩子身体没有
其他什么毛病， 就可以改
变一下饮食习惯， 晚餐吃
多一些。 陈医生专家门诊
周四、周五全天。
黄女士：73 岁，最近半
年吃饭恶心、厌油，检查肝
胆胃， 有脂肪肝， 浅表性
胃炎，胆汁反流，胃肠神经
官能症， 去哪里治疗效果
更好？
田： 武汉市中心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吴杰解
答，需要补查一下肝功能，
如果肝功能正常， 就要综
合调整治疗， 方法因人而
异。 吴医生专家门诊周三
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