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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出生缺陷从生命之初开始

青岛西海岸新区利用基因技术守护母婴健康 打造出生缺陷防控标杆城市
防治出生缺陷，促进生育健康。本月迎
来了第 18 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
《中国出
生缺陷防治报告
（2012）
》
指出，
在我国出生缺
健康深读
陷率总发生率约为 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人
数约 90 万例。做好出生缺陷防治，关注生命起点健康，关乎每一个孩
子及其家庭。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通过“政府集采、企业降价、医
院引导、保险兜底”联动模式，将先进的分子遗传学技术红利转化为民
生经济效益，在“盲聋傻”等严重致残致畸出生缺陷防控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成为山东省出生缺陷防控工作的标杆城市。

西海岸新区 24 万母婴获益
自 2017 年 4 月以来，青岛市将孕妇免费基因检测或产前
诊断服务项目列为市办实事之一，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率先启动
由新区卫健局、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联合华大基因合作开展实
施的免费覆盖全区户籍和常住人口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新生儿
遗传性耳聋检测和遗传代谢病检测的民生工程，
这在全球百万级
人口城市中尚属首个。项目启动以来，
惠及青岛西海岸新区24万
母婴，
累计检出患病高风险超过5000人，
临床确诊阳性或患病近
800 人，
累计节省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约 12 亿元。
基因检测民生全覆盖项目造福了一方百姓，给老百姓带
去了切切实实的好处。比如，2017 年之前，青岛地区的无创
产前基因检测项目为 2400 元，在政府跟华大基因战略合作
下，西海岸新区户籍和常住人口的居民均可免费享受。截至
2022 年 9 月初，西海岸新区累计为约 8 万多名孕妇提供了免
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高危孕妇通过产前诊断确诊胎儿染色
体异常 700 多例，其中在传统血清学唐氏筛查低风险的孕妇
中，无创检出并通过产前诊断确诊了 102 例胎儿染色体异
常。同时，无创产前检测避免约 1.5 万名孕妇进行不必要的
羊水穿刺，大大节省了有限的医疗资源。

关口前移预防出生缺陷
此外，先天性耳聋是人类最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发病
率为 1‰～3‰，其中 60%以上由遗传因素导致。遗憾的是产
前检查无法发现胎儿听觉系统的功能异常，且宝宝出生后的
新生儿物理听力筛查由于技术局限，无法第一时间发现迟发
型耳聋和药物性耳聋高风险患儿。幸运的是，华大基因新生
儿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可以通过新生儿的微量足跟血，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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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献血

爱心接力德耀岛城

无偿献血推动月 5238 人献血
181.36 万毫升

实验人员用华大自主生产的测序仪测序
新生儿的全基因组。
新生儿的全基因组。

新生儿是否携带耳聋致病基因，同时预警迟发型耳聋和药物
性耳聋（一针致聋）的发病风险，通过提早干预，避免耳聋发
生。截至 2022 年 9 月初，西海岸新区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
检测完成筛查超 7.8 万例，检出耳聋基因携带新生儿 4600 多
例（致病基因携带率约 6%），预警一针致聋高危儿 470 多例，
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做基因检测，他们在接触氨基糖苷类药物
时，会有 14.6%的概率发生不可逆的药物性耳聋。同样，产前
无法发现和干预的疾病如苯丙酮尿症、酪氨酸血症和甲基丙
二酸血症等遗传代谢性疾病，华大基因遗传代谢病检测通过
微量足跟血一次性可以筛查 48 种。截至 2022 年 9 月初，新
生儿遗传代谢病完成检测超 7.8 万例，对筛查高危儿提供免
费基因检测，辅助确诊遗传代谢病患儿 16 例。
早在 2020 年，西海岸新区联合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和
华大基因启动了的一万例新生儿免费全基因组测序项目，通
过大人群队列研究，可以探索新区高发的新生儿遗传病的流
行病学数据，并揭示可能导致相应患病风险的基因突变，为
新生儿疾病早预防、早发现和早诊治提供数据支持，力争进
一步将新区出生缺陷防控的关口前移。目前通过数据分析，
项目组已在国际顶级期刊《临床和转化医学》上发表 1 篇文
章。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通讯员 张仄佳

■小贴士

什么是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通过抽取孕妇外周血，提取胎儿游离的 DNA，采用高通
量测序技术，结合生物信息分析，得出胎儿患染色体非整倍
性疾病的风险。如 18 三体综合征、13 三体综合征、21 三体
综合征的风险，这一个方法最佳检测时间是孕中期（12-22+
6），它的特点是无创取样，具有无流产的风险，而且灵敏度和
准确性都比较高。

为贯彻落实青岛市委“作风能力
提升年”有关要求，满足夏季临床用血
需求，
做好汛期血液安全供应保障，
市直
机关工委、
市卫生健康委、
市红十字会定
于 8 月 1 日至 31 日在全市范围开展青岛
市第十二个
“无偿献血推动月”
暨第二十
个公务员献血日活动，活动得到各级政
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
街道社区等爱心单
位的积极响应，
全市共有 5238 人参与活
动，累计献血量达 181.36 万毫升。
8 月 16 日，恰逢青岛市公务员献血
日设立 10 周年重要节点 ，
“ 热血践初
心 献礼二十大”第二十个公务员献血
日启动仪式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举
行 ，活 动 当 天 全 市 280 名 公 务 员 献 血
89700 毫升，在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无偿献血长效机制引
领下，公职人员带头献血已经在青岛
蔚然成风。第二十个公务员献血日活
动的成功开展带动了政府各级部门、
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等 120 家爱心单
位加入到无偿献血的爱心接力中来，
无偿献血推动月活动在岛城开展得如
火如荼，5238 位公职人员以实际行动
履职尽责，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无偿献血推动月活动”的顺利开
展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无偿献血公
益氛围，
已经成为保障岛城夏季临床用血
的重要举措。当前青岛市血液库存仍
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在此呼吁更多爱
心市民和企事业团体单位能够积极行
动起来，加入我们，捐献可以再生的血
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为健康青岛
贡献一份热血力量。 观海新闻/青岛
晚报 记者 于波 通讯员 付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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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血管通路击败“隐蔽杀手”

封堵术化解偏头痛烦“心”事

血栓可防可控可治 “动起来”实现“拴不住”

精准施治堵住心脏小圆孔排除健康大隐患

血栓是潜伏在生活中的“隐蔽杀手”，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任何时间，严重威
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在青岛市市立医院，严阵以待的“铅衣侠”随时准备临危
受命，为血管“拆弹”，为生命护航。本期《健康青岛》邀请了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
血管外科主任欧明辉，与市民交流血栓疾病那些事儿。市民如有问题可拨打健
康热线 85702120。同时，市民可关注市立医院官微了解相关内容。
前不久，64 岁的张女士因左腿长期刺痛、发麻入院，经检查她的股动脉存在
一长段闭塞，膝关节下的三支血管全部闭死。如果任由病情发展下去，她要面对
下肢缺血坏死的极大风险，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截肢。经过欧明辉团队的讨论研
究决定，入院后第四天对张女士实施了下肢动脉准分子激光消融手术。术中，血
管外科和超声科通力协作，欧明辉通过超声引导穿刺成功打通血管通道，将狭窄
的管腔尽可能扩大。6 个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除了动脉疾病和静脉疾病外，
血管外科的另一大领域就是为血透患者进行动静脉血管通路的建设。尿毒症患
者接受血透治疗前必须要建立一条血管通路。通过血管通路，将人体的血液运
送至透析机，清除体内的毒素和多余的水分后，将接近正常成分的血液送回体
内。因此，血管通路被形象地称为血透患者的“生命线”。58 岁的王先生在 2005
年确诊尿毒症，随着透析次数的增多，他的血透“生命线”出现了问题，左上肢出现
肿胀，
因此慕名找到了欧明辉。针对王先生的病情，
欧明辉带领团队决定通过静脉
狭窄微创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打通生命通道。术中，欧明辉经过股静脉及上肢头
静脉双入路，开通了患者闭塞的锁骨下静脉，并植入了 1 枚支架，即刻造影显示血
流畅通。术后，王先生需要定期复查，如果出现不适，欧明辉将进行适当调整。
对此类患者而言，血管外科像是汽车 4S 店，为生命通路的顺畅保驾护航。
其 实 ，血 栓 是 可 防 可 控 的 。 欧 明 辉 介 绍 ，下 肢 静 脉 血 栓 的 预 防 ，核 心 在
“动”。市民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戒烟、不久站、不久坐等，适当活动下肢，
促进静脉血液回流；适量饮水，避免血液粘稠，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在饮食方面，
做到低脂饮食，
保持大便通畅，
减少用力排便，
避免腹压增高影响下肢静脉回流；
糖
尿病患者应当保持血糖稳定；
肥胖者应当减肥。对于大手术后等长期卧床者，
应在
床上进行下肢的主动活动、并作深呼吸和咳嗽动作；能起床者尽可能早期下床活
动，促使小腿肌肉活动，增加下肢静脉回流。血栓高危病人，可穿医用弹力袜等
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静脉曲张的患者应该积极治疗静脉曲张。于波 张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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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轻视反复发作的头晕、头痛，小心是潜伏的心脏小圆孔未闭所导致的。近
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卵圆孔未闭是除动脉粥样硬化、小血管病、心源性疾病、
其他少见原因和夹层等不明原因脑卒中的一个重要病因，且为独立危险因素。本
期的《手术直击》将播出由青岛市市立医院心脏中心本部心内一科副主任侯方杰主
刀的卵圆孔未闭封堵手术，并由侯方杰解读手术，并就卵圆孔未闭的治疗给出健康
提醒。同时，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开通了健康咨询热线 85702120。
二十多岁本该是朝气蓬勃的年纪，小韩（化名）却被偏头痛困住了，长达 3 年饱
受头痛困扰，且四处求医无果，在市立医院的一次全方位检查中，侯方杰揪出了偏
头痛的元凶。明确病因后，侯方杰团队立即为患者开展卵圆孔未闭介入治疗。在
短短半个小时的手术中，侯方杰熟练操作，成功封堵了患者心脏上的小圆孔。术
后，偏头痛彻底远离了患者，正常的生活又回来了。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小圆孔”
便是心脏卵圆孔，卵圆孔是胎儿时期维持血液循环的重要通道，是位于左心房和右
心房之间正常的组织。在胎儿心脏发展过程中，原始心房腔中间会依次长出两个
隔膜，分别是原发隔和继发隔，把心房隔离成左、右心房。在出生前，原发隔和继发
隔在中部有部分重叠，但相互不融合，而是留有一孔道，称之为卵圆孔，若年龄>3
岁的幼儿卵圆孔仍不闭合称为卵圆孔未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卵圆孔并不能完
全闭合。大多数卵圆孔未闭不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也不需要干预，但有部分卵圆
孔未闭会引起脑卒中，静脉系统和右心房的血栓通过未闭的卵圆孔从右心系统进
入左心系统，引起缺血性脑卒中，特别是小于 55 岁的不明原因脑卒中患者中，约
40%-50%发病已证明与卵圆孔未闭有关。此外，卵圆孔未闭还有一种常见的症状
是长期反复偏头痛，尤其是先兆性偏头痛，偏头痛发作之前会出现短暂的先兆，比
如说会有视觉先兆，患者看东西的时候有闪光、闪烁或者是看东西有黑蒙、偏盲
等。其次可能会有躯体感觉的先兆，患者多表现为一侧肢体或者是面部麻木、感觉
异常等。
侯方杰介绍，卵圆孔未闭患者大多首诊的科室是神经内科，需要行右心声学造
影及脑发泡试验检查，必要时进行经食道超声检查，后经神经内科和心内科医生共
同讨论评估，明确是否需要行封堵治疗。目前治疗卵圆孔未闭的方法有手术缝补
卵圆孔和介入封堵两种方法。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
于波 张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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