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何儿童体检不得做微量
元素检查

曹连富：现在大家希望通过微量元素检测评价儿

童体内营养素状况，这是一个误区。即使是静脉取血获

得的微量元素值，也只是血液水平，不代表相应组织内的含

量。食物中所含的微量元素超过20种，而目前对儿童的微量

元素检测项目一般只有五六种。

微量元素都包含什么

曹连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介绍，微量元素是

指在人体内的含量小于0.01%体重的矿物质。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有铁、碘、锌、硒、铜、钼、铬、钴8种；具有潜在毒性但在低剂量

时，对人体可能是有益的微量元素，包括氟、铅、镉、汞、砷、

铝、锂、锡8种。

微量元素有啥用

曹连富：微量元素在人体内虽然就占了一点点，但

是其量多、量少也影响着人体健康。比如，碘是维持甲

状腺功能和人体健康的重要微量元素，长期摄入不足

和过量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硒作为人体必需微

量元素之一，在机体内具有抗氧化、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等生理作用，硒摄入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导致不良的健

康效应；长期铅超标会对儿童智力发育与生长发育产

生严重影响，部分儿童出现行为异常。生长异常也不仅

仅是微量元素缺乏所致，建议家长把喂养重点放在均衡营

养上，关注宏量营养素如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

儿童需要额外补微量元素吗

曹连富：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通常只要给幼儿合理添加辅食，一

般是不会缺乏微量元素的，即使是大龄儿童，正常饮食也可满足微

量元素需求。

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微量元素检查

曹连富：临床上，检测微量元素用于诊断疾病，一般是

重度营养不良、过度偏食等症状需要做，目的是发现微量

元素的吸收代谢发生异常或蓄积中毒症。所以，儿童

微量元素检测不是一定不能做，而是非诊断治疗

需要，不得开展。根据临床经验，6个月内的

孩子很少需要做微量元素检测的，孩子

在6个月内对营养元素包括各种

微量元素的需求，完全可

以通过母乳喂

养和配方奶喂养完成。6个月以后的

婴儿，开始添加辅食，可能会出现添加不及

时或添加辅食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这时医生会

通过询问父母喂养情况，结合孩子的身体表现，或者

孩子有了症状以后决定是否进行微量元素检测。比如

说锌参与人体内酶的代谢过程，如果孩子出现食欲不振，在

排除了感冒发烧或生长发育过快等原因后，就会考虑是缺锌

造成的，通过微量元素检测做出是否缺锌的排查后，再寻找原

因，对症治疗。当然不能单凭一份实验室报告，就判断孩子是否缺

乏微量元素，医生必须结合临床症状才能做出定论。

微量元素检查缺钙可能长不高吗

曹连富：钙质主要沉积于骨骼，微量元素检查的血钙水平不代表

骨骼内钙质水平，如果是维生素D摄入不足，即使血钙水平足

够，仍会出现佝偻病，所以一般判断儿童是否缺钙，要结合

儿童生长速度，计算日均钙摄入量与需求量，骨密度检

测值，串联质谱法检测的25羟维生素D结果来判断。

不爱吃饭是因为缺锌吗

曹连富：不爱吃饭的原因很多，可以因为缺锌而

使得厌食症状更加明显，同时要分析儿童的饮食行

为与喂养习惯，先天脾胃功能强弱，需要根据具体情

况确定。生长速度偏慢的儿童一般情况下比生长速

度快的儿童对钙的需求量低，很多家长认为长得矮、

长的慢就要补钙，这是误区。

缺铁性贫血需要查微量元素吗

曹连富：铁主要分布于红细胞内，参与血红蛋白携氧，而

血液检测出的是血清游离铁水平，不代表红细胞内状况，但是可

作为参考。

正常儿童体检需要做哪些检查

曹连富：应该结合不同时期的生长特点和生理特点进行体

检，要定期了解不同生长速度与饮食情况下的儿童骨密度、25

羟维生素D、贫血三项、骨龄、六月龄以后儿童的屈光储备、

小月龄儿童的各个能区的发育商以及定期的血液生化及

常规检验等。

本期专家

曹连富：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儿童诊疗中心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吉

林省卫健委“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

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肥胖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擅长中西结合治疗矮小

症、性早熟、肥胖症、儿童骨发育不

良、扁平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发育迟缓等发育营养行为

类疾病。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目前正值初秋季节，天气逐渐由热

转凉，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自然界的万物由“生长”转向“收

藏”，降水量明显减少，“秋燥”开始出现。那么初秋时节，应该

如何养生呢？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任吉祥介绍，

秋季燥气当令，易伤津液，人体感觉最舒适的空气相对湿度是

40%至60%，过高过低都会感觉不适，由于秋季降水量减少，空

气中的水蒸汽含量变小，当空气的相对湿度低于30%以下时，

人们会感觉到皮肤干涩粗糙，鼻腔干燥疼痛或口燥咽干、大便

干结等，需要及时补充体内水分，以减轻秋燥对人体的伤害。

初秋时节，昼夜温差变大，此时顺应“春捂秋冻”的养生之

道，不可急于增添衣物，以凉而不寒为宜，因为适当的秋凉有

助于人体毛孔闭合，利于卫表的固摄和阳气的收敛，另外脐部

受凉也会影响脾胃功能，因此“秋冻”时要注意脐部保暖。

《黄帝内经》认为，肺与秋气相通应，秋天肺的气血最充

沛，功能最旺盛，但秋季天气寒热多变，寒凉干燥之气也极易

伤肺，发生感冒、咳嗽等症，所以秋季养生重在养肺，中医认为

酸味收敛肺气，辛味发散泻肺，由于秋天宜“收”不宜“散”，要

尽量少食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包括辣椒、葱、姜、花椒等，以免

加重秋燥对人身体伤害，要少吃油腻食物，饮食应以清补和调

理脾胃为主，多食新鲜果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促进人

体代谢，但脾胃虚寒者不宜多食。

由于现今饮食结构的改变，日常生活中如果已摄入足够

的脂肪、蛋白质，没有必要刻意“贴秋膘”，对于有心脑血管病

的患者或者老年人，盲目“贴膘”反而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发

作、加重及复发。

初秋，白天渐短，夜间渐长，起居调养宜早卧早起，早卧

可以助于阳气收敛，早起可使肺气得以舒展，晚上10点入

睡，晨起6点为宜，可适当补充午觉，既可顺应人体阳气收

敛，又能舒展肺气，睡眠时应关好门窗，防止秋风侵袭诱发

疾病。

运动可以振奋人体阳气，有助于在季节变化时自我调节，

但要根据自身体力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推荐剧烈运动、大

量出汗，以免伤及阳气和损伤筋骨，处暑过后早晚寒凉，中老

年人或慢性病患者，在秋季不宜过早晨练，最好把锻炼时间安

排在下午或者傍晚，如果是上午锻炼，也尽量晚一些，以减少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从五行相应角度来看，秋季与悲忧的情志相对应，秋天大

自然的万物开始凋零，显露肃杀之气，容易使人产生悲忧的情

绪。此时应调整好心情，注重收敛神气、安神定志，使内心得

到宁静。秋高气爽，可适当参加郊游或者登山等集体活动，登

高望远，有助于情绪抒发。

初秋养阴敛阳安神志

（（本栏目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办本栏目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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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鹤）日前，吉林大学开展了2021年

秋季学期学生返校演练，为学生安全有序返校做好准

备。

据介绍，此次演练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流程设计

进行，设置体温检测、信息核验、行李消毒等多个环节，

分别模拟学生正常入校、体温检测异常学生入校、未经

审批学生入校等应急情况的处置。

演练结束后，学校各参加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召开

了评估总结会，就演练中的流程和相关环节进行梳理

和完善，对学生返校疫情防控方案进一步细化优化。

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应急

处置能力，增强了实战操作能力，为秋季学期学生顺利

返校提供了有力保障。吉林大学还计划在2021级新

生报到前组织开展新生报到演练。

吉大开展学生返校演练

本报讯（记者张鹤）为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及高层次

人才联合培养，以实际行动为中俄科技合作搭建起新

的平台，近日，长春理工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无线电工

程与电子研究所共建“未来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线

上签约仪式举行。

据悉，2019年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期间，长春

理工大学就与俄罗斯科学院无线电工程与电子研究

所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双方专家学者沟通频繁，联

合举办了多场学术性活动并共同申报国家级科研项

目，取得良好成效。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

“中俄科技创新年”，双方将以此次成立“未来技术国

际联合研究中心”为契机，进一步促进科技合作，加

快成果转化。

签约仪式上多位专家学者还分别介绍了今后的主

要研究方向及相关合作事宜。

长春理工与俄研究所共建研究中心

本报讯（记者张鹤）日前，吉林农业大学校园内5G网络

正式开通，标志着学校公众手机通信服务正式进入5G时代。

据介绍，本次手机通信网络覆盖工程由学校资产运营公

司负责，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长春移动公

司等3家通信商共同出资承建，总投资2000余万元。项目自

去年12月启动以来，克服了冬季施工难、校内道路绿地施工

情况复杂等困难，严格把控施工进度和质量，最终历时8个

月，完成了校园园区、教学楼、学生公寓、食堂等62个场所室

内外5G网络的全面覆盖。

5G网络开通后，手机下载速率较开通前速率提升近10

倍。在校园内使用三大运营商手机业务的师生，可以全面感

受到5G网络为学习、工作、生活带来的便利。同时，学校的教

学科研工作可以依托5G大带宽、大容量、低时延等特点，通过

VR、智能终端体验5G高速网络、5G高清语音通话、5G高清视频

彩铃、高清教学直播、智慧教室、虚拟教学等业务应用，为学校

智慧校园建设、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基础网络支撑。

吉林农大开通校园5G网络
本报讯（记者李文瑶）日前，吉林外

国语大学与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外语外事教学

培训、对外警务协作及案件侦办语言翻

译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合作协议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吉林

外国语大学为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培训外语人才和外事翻译。此次培

训为期4个月，共选派33名学员参加朝

鲜语和俄语的口译、笔译学习，辅助以

国际执法合作、外事翻译技巧、情报信

息调研、执法执勤、群众工作、公文写作

等理论授课、观摩实操等教学培训。

作为国家部署在吉林边境地区的

重要执法力量，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担负着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促

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学员代

表发言表示，一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为未来顺利开展工作积攒实力。

吉林外国语大学近年来积极发挥

服务社会的功能，借助专业优势和特

色，承办各级各类培训项目30多项，培

训人数3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国翻译

协会2019年全国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师

资培训，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

心2020年赴西语、俄语国家和日本志

愿者培训，吉林省人社厅文化旅游和

冰雪旅游类高级研修班，吉林省教育

厅中小学教师国培省培项目等国家和

省级重点语言类培训。被中国翻译协

会评为“暑期全国高等院校翻译专业

师资培训优秀协办单位”，被省人社厅

授予“吉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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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毕雪 通讯员黄

鹤宇）继2021年7月7日，吉大一

院肝移植团队成功完成东北地区

首例腔镜获取左外叶供肝活体肝

移植手术之后，8月24日，吉大一

院肝移植团队的“日记本”上，又

增加了不凡的一页。

这一天，吉大一院肝移植团

队鏖战在无影灯下，配合默契，顺

利完成了一例腔镜获取含肝中静

脉左半肝供肝活体肝移植手术。

实现了此类手术术式在东北地区

零的突破。

腔镜获取活体供肝不同于普

通的肝切除，需要同时保证供体

剩余肝脏及供肝部分解剖结构的

完整性，且为了保障供肝血供，术

中不对肝蒂进行常规阻断，导致

术野显露不充分、可操作空间小，

这就对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移植团队不仅要具有精准的

技术，还需要有丰富的手术经验，

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够

应对术中各种突发情况。在这例

手术中，吉大一院肝移植团队把

热缺血时间控制在2分钟之内，

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保证了

供体安全。

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是一位

13岁女孩，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

性遗传代谢病尿素循环障碍（鸟

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

这个疾病为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

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医，奔走在各

大医院之间。近日，他们来到吉

大一院，该院器官移植中心经过

周密、审慎的评估，为他们制定了

致力于改善患儿生活质量的肝移

植手术方案，由父亲作为肝脏供

体，为女儿捐赠。为了最大限度

保证供体安全、减轻供体创伤，肝

移植团队为父亲进行了腔镜获取

含肝中静脉左半肝的肝切除手

术，并且顺利植入患儿体内，目前

各项指征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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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查纳入儿童体检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查纳入儿童体检

项目项目。。实际上实际上，，早在早在 20132013 年国家就曾明确表示年国家就曾明确表示，，不宜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不宜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

体检等普查项目体检等普查项目，，尤其是对尤其是对 66 个月以下婴儿个月以下婴儿。。此次将此次将““不宜不宜””改为改为““不得不得””，，

意味着针对儿童的微量元素检测将更加严格和规范意味着针对儿童的微量元素检测将更加严格和规范。。那么那么，，为什么儿童为什么儿童

体检不得做微量元素检查体检不得做微量元素检查？？微量元素检查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微量元素检查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情什么情

况下需要做微量元素检查况下需要做微量元素检查？？本期本期《《求证求证》》栏目栏目，，我们就邀请专家来聊一聊我们就邀请专家来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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