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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适合补钙吗?哪些人不能补钙?

维生素D缺乏者，儿童，青少年，
妊娠、哺乳期妇女，骨质疏松症患者
应给予生理补充或治疗补充钙剂，而
高钙血症、高磷血症、骨质硬化、严重
冠心病、肾结石者应慎用或不予补充
钙剂。

钙剂不能与哪些药物或食物同服?

富含植酸与草酸的食物如菠菜、
苋菜等，可与钙离子形成易于沉淀的
钙盐，阻碍肠钙吸收。烹饪时可将其
在沸水中过一下，除去部分草酸，可以
提高钙的吸收。钙剂不宜与含油脂过
多的食物同食，油脂分解后生成的脂
肪酸与钙结合后不易吸收。大量饮用
含酒精和咖啡因的饮料以及大量吸

烟，均会抑制钙剂的吸收。
钙剂不宜与碱性药物及洋地黄类

药物合用，钙剂与噻嗪类利尿药合用
时，因增加肾小管对钙的重吸收而易
发生高钙血症。

补钙会导致肾结石吗?

肾结石以草酸钙结石多见。临床
研究表明钙量摄入高者，其肾结石发
生减少，其机制是膳食中多量的钙和
肠道草酸结合成草酸钙，不被吸收由
粪便排出，这样尿中草酸含量低，形成
肾结石的机会就减少。既往的多项大
型研究结果均证明摄入适量的钙是安
全的，在不超过推荐剂量的前提下，钙
摄入量越高，尿草酸盐浓度越低，肾结
石的形成就越少。然而，对于24小时
尿钙排泄过多的患者，或肾小管酸中

毒导致尿液呈现碱性的患者，应慎用
过多的钙剂，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患有肾结石时，还可以补钙吗?

患有肾结石的骨质疏松症患者，
应在医生指导下个体化补钙，优先从
饮食中补充。可监测24小时尿钙，男
性超过350mg，女性超过300mg者
不宜补钙，同时要监测肾脏B超，如有
腰痛等临床症状者、肾结石逐渐增大
者也不宜补钙。

补钙会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补钙和心血管事件的关系尚未定
论，现有大多数研究不支持补钙会增
加心血管事件。充足的维生素D可以
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钙与维生素
D的联用比单纯补钙更安全有效。

小寒时节，人们该如何养生呢?专
家介绍，此时养生进补要因人而异，主
要以调补、清补为主，不宜盲目大补，
避免“补过了”。

中医认为，小寒为阴邪最寒冷的
节气，也是阴邪最盛的时期，从饮食
养生的角度讲，要特别注意在日常饮
食中多食用一些温热食物以补益。
说到进补，自古就有“三九补一冬、来

年无病痛”的说法。人们在经过了
春、夏、秋、冬近一年的消耗后，脏腑
的阴阳气血会有所偏衰，合理进补可
及时补充气血、抵御严寒侵袭，又能
使来年少生疾病，从而达到事半功倍
的养生目的。

在冬令进补时以温补为宜，一定
要注意，千万别贪恋油腻、辛辣的食
品，应以补气润燥为主。饮食以清淡

少盐为主。
此外，小寒时节要早睡晚起注意

休息，冬季子时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
时候，这个时候休息，最能养阴，睡眠
效果最好，而且睡眠质量最好。“冬天
动一动，少闹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
喝药一碗。”冬季也要适当运动，但要
拒绝剧烈运动，在精神上宜静神少虑、
畅达乐观。

一种用于治疗II型
糖尿病的药物也许能给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带来
新希望。来自英国兰开
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日
前在荷兰《脑研究》杂志
上发表报告说，这种药
物也许能改善阿尔茨海
默病等慢性神经病变引
发的记忆力减退。

阿尔兹海默病是一
种会严重削弱患者认知
能力的渐进性脑退化
病，至今仍然未有有效
的治疗方法。根据国际
阿尔茨海默病联合会的
数据，2015年全球痴呆
症 患 者 人 数 估 计 为
4680 万，这个数字到
2050年可能将增至1.3
亿，而阿尔茨海默病占
所有痴呆症病例的一半
以上。

II型糖尿病可能诱
发阿尔茨海默病，并影
响其发病进程。胰岛素
受损被认为与II型糖尿
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的脑萎缩过程相关。

这种原用于治疗II
型糖尿病的药物是一种
受体激动剂药物，它聚
合 了 肠 促 胰 岛 素
GLP－1（胰高血糖素样
肽1），GIP（葡萄糖依赖
性胰岛素释放肽）和升
血糖激素，而这三种激
素都是成长因子。这也
是三重受体药物首次被
用来保护大脑免于退
化。之前的研究显示，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
中的成长因子信号出现

了问题。
该研究采用了APP／PS1转基

因小鼠作为研究对象，它们表达诱
发人类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基
因。研究人员在试验中发现，经过
该药物治疗的小鼠的学习和记忆
力得到了大幅改善。

研究人员表示，该结果表明这
种用来治疗II型糖尿病的多受体药
物能有效减缓阿尔茨海默病症状，
并具有持续保护神经的效用。此
前已有研究表明，现有的GLP－1
受体激动剂类糖尿病药物如利拉
鲁肽对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状况确实有效，因此这种新型三重
受体药物也许能为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带来新希望。

今冬流感来势汹汹，身边中招人
数增多。专家提示，“流感季”应注意
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科学、对症
防治流感。同时注重对高危人群采
取预防措施，避免交叉感染。

流感发病多出现在每年11月到
第二年的4月，传染性强。多数起病
急，表现以全身症状为主，包括发热、
全身酸痛、头痛、全身酸软，甚至出现
呕吐、腹泻。而呼吸道症状轻重不
一，包括打喷嚏、鼻塞、流涕。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而抗
生素是用来抵抗细菌，对病毒无效。”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王
孟昭说，滥用抗生素会导致大量耐药
菌株的出现。因此一般而言，感冒时
除非出现黄脓鼻涕同时伴有发热，不
宜自行服用抗生素；当感冒症状严重
或者并发其他症状时，应及时就诊，
明确有细菌感染或者有并发症后，再
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生素。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专家表
示，对孕妇而言，轻微感冒要注意休
息、保暖。高热者超过38.5摄氏度，
应尽快控制体温，可以物理降温。服
用相关药品前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
书，咨询医师或药师。

另外，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
手段，主要措施包括：增强体质和免
疫力；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
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避免
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出现呼吸道感
染症状应居家休息，及早就医。

记者5日从湖南省人社厅获悉，
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
了《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
办法》，对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与缴费、协议机构申请与确定、就医
与购药及其监督管理等作出了全面
规范。

《管理办法》对就医、购药环节涉
及的主体——协议医疗机构、协议零
售药店的行为作出了全面而又具体
的规范。其中，关于协议医疗机构、
协议零售药店的禁止性规定分别达
10项和 5项，并重点对禁止不合理医
疗费用作了规定。

《管理办法》明确，不合理医疗费
用是指协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超出参保人员病情实际需要，进行不
合理检查、不合理用药和不合理治疗

并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医
疗费用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认定，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制定并严格执
行不合理医疗费用认定初核、复审、
决定相分离的审核制度。

《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政府
社保行政部门应当建立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归集公示制度，通过本部门网
站或者本级政府网站及时向社会公
布协议医疗机构和协议药店的违法
失信行为及相关处理结果。

同时，《管理办法》对社会保险和
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医保经办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医疗机构、零售
药店和参保单位、参保人员的法律责
任作了实施性规定，其中列举了应当
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进行责任追究的10种情形。

近日，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印发
《福建省公立医院质量信息公开方
案》，要求全省二、三级公立医疗机构
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医疗资源配置、医
疗费用等指标，以增加医疗服务透明
度，强化社会监督，促进医疗机构进
一步改善服务。

《方案》明确，各级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权限，在门户
网站或当地政府官网公开辖区内二
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质量信息。
各医疗机构在本单位官方网站对外
公开质量信息。

《方案》要求，各医疗机构对外公
开的指标应与患者就医感受和切身
利益密切相关，与医院管理中需要关
注的关键问题和重点工作密切相
关。各地要根据行业管理需要和工
作重点的变化，及时动态调整公开指
标的设置和公布周期的长短。目前，
该省要求各医疗机构公开的质量信
息主要指标包括：医疗资源配置（门

诊人次、出院人次、核定床位数、开放
床位数、床医比、床护比等）、医疗效
率（平均住院天数等）、医疗管理（抗
菌药物使用强度等）、医疗费用（门急
诊、住院次均费用等）和医院收入结
构（药品、中药饮片、耗材、检查化验、
医疗服务等各类收入占比）。

为保证公开指标数据的可靠性和
准确性，《方案》要求，各级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应通过各类官方信息平台和法
定统计报表抓取相关信息，如国家卫
生计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福建
省医改效果监测管理平台、国家卫生
计生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医
疗机构注册联网管理系统等。

该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方案》的出台旨在凸显行业管理
职责，推动不同医疗机构落实功能定
位，进一步合理配置和利用医疗资
源，控制医疗费用，提升医疗效率。
下一步，将逐步扩大对外公开质量信
息医疗机构的范围。

福建：

医院主要质量信息全公开

河南省发改委、卫计委和人社
厅1月2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即日
起启动全省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改
革，首批 142 个病种将率先实现收
费同价。

与当前医院普遍采用的按项目
收费方式不同，按病种收费即按照病
种，从患者确诊住院到按治疗临床路
径规范达到临床疗效标准，期间所发
生的诊察、治疗、麻醉、手术、护理、检
查、检验、床位、药品及医用材料等各
种费用全部“打包”为一个统一价格，
收取费用。

据了解，首批纳入河南按病种收
费改革的142个病种，主要包括白内
障、冠心病、急性阑尾炎、骨折等常见
多发病种。

按照要求，医疗机构对接诊患者
实行首诊负责制，凡能够开展的病
种，均应实施按病种收费，医疗机构

无需向患者出具医疗费用清单和住
院费用一日清单。

如实际费用高出病种费用标
准，高出部分由医院承担，患者和
医保基金不再付费。如患者选择
可另行收费的医保目录内医用耗
材，在设定的最高支付限额内的费
用，由个人和医保基金按规定标准
结算。

通知还要求，对纳入按病种收费
管理的病人，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国
家诊疗技术规范，确保医疗服务质
量，不得避重就轻，不得推诿患者，不
得简化诊疗过程、分解住院次数，不
得变相收取其他费用，不得降低对患
者的医疗服务量。

此外，各级医疗机构要在显著位
置公示按病种收费的病种名称、收费
标准等信息，使群众及时了解按病种
收费政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河南：

启动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改革
142个病种将实现收费同价

日前，四川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省
公安厅、省中医药局出台《四川省严
密防控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
秩序的工作方案》明确，将涉医违法
犯罪行为人纳入全省个人信用体系，
依法依规施行联合惩戒并通报其所
在单位。

《方案》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在二
级以上医院设立警务室并配备相应
警力，确保警务室24小时有人值守。
建立特殊人群就医接诊制度，遇有醉
酒、精神或行为异常患者就诊，要安
排保卫人员陪诊，做好处置突发状况
的准备。遇有持刀、持械或其他危险
物品伤害、劫持医务人员或患者的，
应急安保队伍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手
段果断制止。医院要安装符合标准
要求的监控、一键报警等设备，确保
门急诊、产科、新生儿科等重点科室、

重点区域监控全覆盖。
对在医疗机构设灵堂、拉横幅、

摆花圈、焚香烧纸、散发传单、张贴大
字报、堵门堵路、停尸等扰乱正常医
疗秩序，经劝说无效的，依法及时、果
断带离驱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严格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公安机关应将涉医违法犯
罪行为人纳入全省个人信用体系。

《方案》指出，要从源头进行风
险防控。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
会同公安机关定期开展职业“医闹”
线索摸排，对职业“医闹”，要依法严
厉打击。要落实《医院投诉管理办
法（试行）》，认真落实首诉负责制，
耐心接待咨询和投诉，疏导理顺患
者情绪，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

四川：

涉医违法将影响个人信用

湖南：

出台医保监督管理办法
杜绝不合理医疗费用

阻击流行性感冒
专家提示防治应科学、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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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补钙吗？哪些人不能补钙？

小寒养生要清补

本版据新华网、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