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
高
焦
虑
就
打
﹃增
高
针
﹄
危
险


“孩子身高低于同龄人，请问可以打增高针吗？ ”“我儿子想
长到一米八，医生给开点增高针呗！ ”……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到
医院咨询，想给孩子注射“增高针”。

近年来，医学上主要用于矮小症的“增高针”治疗悄然兴
起。“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所谓“增高针”其实就是注射生
长激素。 专家认为，生长激素有被滥用的苗头，可能带给使用
者内分泌紊乱、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等健康风险。

“家长对孩子的身高太焦虑了”，有生长
激素企业 5年收入增长逾 4倍

“人手再多都没有需求大，家长对孩子的身高太焦虑了。”
武汉协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的林鸣医生告诉记者， 他周一到
周五每天接诊 50 人，周日要接诊 70 到 80 人，仅周六休息。现
在正值暑假，每天的接诊量还要更大些。

林鸣说，在这些前来求医的人当中，有半数的家长都是来
询问孩子身高问题，以及是否需要使用生长激素来帮助长高。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个头不高，就想打增高针、用增高产
品。”湖南省人民医院小儿内分泌科医生徐璇介绍，儿童生长激
素的全称是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这种生长激素只能用于治疗
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身材等，不能擅自扩大治疗范畴。

记者发现，一些民营医院打出“身高 70%靠遗传、30%靠
后天，定制身高不是梦”之类的广告语。

近年来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 生长激素的使用量越来越
大。 国内一家生长激素龙头企业年收入连年增长。 2016年至
2020年的5年间，其年收入增长了4倍多，收入90%以上都来自
生长激素相关产品。

林鸣说，实际上，真正需要生长激素治疗的只是非常小的
一部分，绝大多数的孩子只需要进行常规的饮食、运动、睡眠
指导，并不需要使用生长激素。

“花 48万元孩子长高 1厘米”，打“增高针”
存健康风险

不久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黄轲接诊了一位病急乱投医的妈妈王女士。 王女士担心儿子
身高偏矮，陆陆续续在各种“身高促进门诊”就诊，一年下来花
了 48 万元，结果儿子只长高了 1 厘米。

“儿童生长激素超范围使用已成潜规则，临床上存在疾病诊
断不规范、随意扩大生长激素应用范围、过度治疗等问题，带来
严重健康隐患。 ”一位儿科医生忧心地说。

有医生介绍，有些孩子在注射生长激素后，甲状腺功能会出现暂时性减低的情
况，会有疲劳、乏力、虚胖等症状。有些孩子在注射生长激素后会出现血糖高的问题，
需要定期监测，避免发生糖尿病的风险。 还有的孩子注射生长激素后会引起股骨头
滑脱、脊柱侧弯现象。

记者查询相关文献资料发现，目前与生长激素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有良性颅高
压、糖代谢的影响、甲状腺功能低下、色素痣、手脚变大、局部红肿及皮疹、中耳炎等。

据业内专家介绍，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治疗，因制剂不同、体重和敏感性不同，
每月费用在 3000 元至 15000 元之间，往往需要注射 2 至 5 年。

由于推广“增高针”能获取暴利，一些医药代表用高额回扣来引诱儿科医生滥开
处方。 一些生长激素药厂邀请儿科医生参加培训，而所谓的培训就是让医生给孩子
多开生长激素，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成。

规范生长激素使用迫在眉睫

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儿科医生杨文青说， 有些矮小症合并了一些基础性疾病，
基础性疾病治好后，可能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只是偏矮并且没有生长激素缺乏的
情况，完全不需要注射生长激素。 张一宁等建议，要规范生长激素的使用。 卫生主管
部门应加强对医生的培训和监管，医生要严格遵守相关儿童诊治指南，谨防临床上
生长激素滥用、超范围使用。对于受利益驱动诱导孩子注射生长激素的违规行为，卫
生、药监、公安等部门应该形成合力，严厉查处。

业内专家指出，用生长激素治疗的青少年儿童，应定期在儿科内分泌门诊监测治疗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医生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指标、不良反应等进行监测。

“开设儿童内分泌科专科的医院寥寥无几，我们科室也是新成立不久的，目前人员
也不够。在基层，专业儿童内分泌医生就更加缺乏，很难做到对这些孩子进行定期监测，
难以保证孩子的注射安全。 ”一家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主任说。

业内专家说，对于身材矮小的儿童，必须进行儿童骨龄、生长激素分泌水平等
检查，还需要排除各种疾病，方可决定是否适合使用生长激素治疗。 对确实患有矮
小症的儿童，生长激素是目前认为的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在最佳的治疗时机通过药
物来干预，会一定程度上促进孩子生长，但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遗传与内分泌代谢科主任程昕然建议，家长需要
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明白生长激素并不是想打就能打，真正有需要的人群，必须经
过相关检查由专业医生开具处方后才能用药。

新华社记者 帅才 黄筱 董小红 （据新华社长沙 8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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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表示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疫情总体形势可控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记者 张

泉 温竞华）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
级巡视员贺青华在 5 日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
疫情总体形势可控，但由于本轮疫情波
及范围大，人群面广，加之多个不同来
源的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疫情叠加，增
加了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

他说，国内外相关科学研究和疫情防
控实践表明，德尔塔变异株并没有导致新
冠病毒生物学特性发生颠覆性改变，传染
源、传播途径基本清楚，现有疫情防控措
施对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有效，现有疫苗仍
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我们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 的防控策略以及常态化防控措
施。 ”贺青华说，按照第八版新冠肺炎防

控方案总体要求， 各地要坚持早、 小、
严、实，科学、精准、有力、有序、有效处
置发生的疫情。

贺青华介绍，内防扩散，要特别突
出一个 “快 ”字 ：第一时间全面激活应
急指挥体系； 第一时间启动重点地区
全员核酸检测；第一时间强化公卫、公
安 、工信的协同 ，做到应隔尽隔 ，集中
隔离 ，规范隔离 ；第一时间按照 “四集

中”要求，中西医结合，“一人一策”全力
救治患者； 第一时间做好信息发布和
舆论引导。

据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已派出 20 个工作组， 督导重点口岸城
市排查堵塞漏洞，强化外防输入和突发
疫情处置。 一旦发现疫情，坚决采取最
严格、最彻底的应急处置措施，以最快
的速度控制住疫情。

这是 8 月 4 日拍摄的张家界市永定区街景，马路上空无一人。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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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景区、口岸……

如何加强重点领域的疫情防控工作？？
离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秋

季学期能否如期开学？ 旅游高峰期，如
何做好景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国际航班
相关联的本土病例相继出现，如何更好
做到“外防输入”？

8 月 5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
关总署相关负责同志针对上述问题，回
应公众关切。

秋季学期开学安排坚持

属地管理原则

在全国多个省份出现本土确诊病
例的情况下， 秋季学期能否如期开学，
是不少学生、家长和老师关注的重点。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
司长刘培俊表示，今年秋季学期的开学
安排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因地制宜保证
开学有序进行。

“具体开学时间、教学方式的选择
等，各地要一省一案，因校施策，实事求
是做好安排。 ”刘培俊说，“如果到了开
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地区，中高
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
学生暂缓返校。 ”

目前看来，在病毒的变异、疫情的
变化，以及地方防控政策的变动等因素
影响下，异地过暑假的孩子，开学后可
能面临延期返校的情况。

刘培俊介绍，教育部此前已发出通
知，提出要充分分类考虑开学后延期返
校学生的实际需求， 安排好他们的学
习、个人防护及心理辅导。 “要把延期返
校学生纳入学校疫情防控闭环服务管
理体系。为放假后留校学生提供生活保
障服务，让学生在校如在家；让开学后
居家的学生能够在线继续学习，让孩子
们在家如在校。 ”

当前形势下，青少年学生安全有效
接种疫苗，既是构建校园防控网络的需
要， 也是筑牢社会免疫屏障的需要，更
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

据悉，各地教育部门在家长、监护
人以及学生知情、 自愿、 同意的原则
下，配合专业机构，分步骤、有序、稳妥

做好 12 岁至 17 岁学生的疫苗接种工
作。 “目前校园师生符合条件人员的疫
苗接种工作进展顺利、 效果明显。 ”刘
培俊说。

抓实抓细重点领域的疫

情防控

暑期正值游客出游高峰期。 据悉，
根据近期疫情形势，文化和旅游部已迅
速开展行业工作部署，要求各地加强旅
游景区防控措施。 截至 8 月 4 日，全国
已有 1152 家 A 级旅游景区暂停开放。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
余昌国提醒，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关部
门对旅游发出预警提示或将相关区域
列为疫情中、高风险等级时，未出发的
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行
程；已经在当地的旅游团队，必须暂停
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疫情
排查工作。

近期，多地也出现了与国际航班相
关联的本土病例，这也需要海关在口岸
环节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遏制疫情通过
口岸输入。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司长林伟介
绍，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海关在海、陆、

空口岸，对入境人员严格实施健康申明
卡核验 、体温监测 、医学巡查 、采样检
测、病毒测序等措施。 各地海关与地方
相关部门不断强化联防联控，严格落实
转运隔离等防控措施， 实现无缝衔接、
闭环管理。

“全国海关在严格口岸卫生检疫的
同时，整合健康申报和快速流调，进一
步强化重点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缩短
旅客通关时间，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在口
岸环节的传播风险。 ”林伟说。

此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也需要从
细处着手，离不开每个个体的力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
员贺青华表示， 从公民自身的角度，要
进一步提高防范意识， 做到一 “防”二
“减”三“报告”：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减
少跨省跨市出行；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
报告。

提升通信大数据分析能力

在疫情防控中，大数据的力量不可
小觑。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副局长谌凯在会上说，工业和信息化部
认真履行区域协查专班工作职责，重点

分析南京禄口机场、张家界“魅力湘西”
剧场、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等重点场所
人员流向情况， 加快信息流转效率，确
保风险人员排查任务及时完成。 此外，
还研发上线“疫情快速登记”小程序，支
持一线工作人员通过线上方式快速采
集并上报病例信息。

谌凯表示，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不断提升通信大数据分析能力，推
动加快“疫情快速登记”小程序安装应
用，更好助力疫情防控。

在加强旅游景区的流量管控上，大
数据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余昌国介绍，文化和旅游部指导 A
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 “限量、 预约、错
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
落实门票预约制度，确保游客信息可查
询可追踪。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 90%以
上的 5A 级旅游景区已基本实现分时预
约。 而借助网络预订和大数据平台，文
旅部门也在旅游高峰期对热点景区发
出预警提示，为各地开展游客流量调控
提供重要参考。

新华社记者 王鹏 余俊杰 张辛欣

谢希瑶 张泉 （新华社北京 8月 5日电）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参议院通过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8月 5日电 近日，美国

国会参议院通过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
法案”。 对此，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接受记
者采访，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当地时间 7 月 14 日，美国国会
参议院通过了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案”，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大规模
拘捕”“高科技监控”等侵犯人权行为，意
图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对
此如何评论？

答：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
抹黑污蔑中国治疆举措， 将新疆反恐反
分裂工作与民族、宗教、人权相挂钩。 美
国此次通过所谓的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
防法案”，是其“以疆制华”“以恐遏华”的
升级动作。所谓“大规模拘捕”“酷刑”“高
科技监控”等问题，纯属凭空捏造，纯粹
是为了抹黑攻击中国、 打压制裁中国有

关人员和实体、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新疆
稳定发展。对此，我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

当前，中国新疆经济繁荣发展，民族
团结和谐， 社会稳定安宁， 宗教信仰自
由，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中国公安机
关始终依法打击包括暴力恐怖和分裂势
力在内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最大限度
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存权、 发展
权等基本权利。

美国将正常的防范打击犯罪活动
措施污蔑为 “侵犯人权 ”，其真实意图
是为 “东突 ”暴恐分裂势力 “张目 ”，企
图在新疆煽动分裂和动乱。 在此，我们
重申 ， 将坚定不移地依法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 ， 坚决维护新疆的安全和
发展利益。

党建引领，信用生“金”
(上接 1 版)

“去年租了 10 多亩土地，种花生小
赚了一笔，今年花生种植面积扩大一倍，
还增加了 10 多亩月季花。 ”在九里桥社
区后冯庄， 外地返乡创业的村民冯忠明
说，他获得“3A”评级，授信 10 万元低息
贷款，在今年的扩产中发挥了大作用。

冯侠是九里桥社区第一位使用信用
贷款发展农业生产的脱贫户。从前年起，
冯侠获得信用贷款，带动了 11 亩大棚西

瓜种植，实现年纯收入近 8 万元，彻底摆
脱了贫困。

在九里桥， 还有 12 户脱贫户像冯
侠一样 ，用 “信用贷 ”发展生产 ，过上了
好日子。

“乡村振兴如何抓，党建引领信用村
建设是一个新突破口： 为农民找到了产

业资金，为治理提升找到了抓手，为乡风
文明建设寻到了良策。 ”经过近两年试点
工作的开展， 九里桥社区党总支书记屈
俊标体会颇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
中指出， 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葛
永对记者说， 蒙城县正在开展的党建引
领信用村建设，通过完善基层党建“一抓
双促”工程，把农民组织起来，把金融机
构动员起来，把支持“三农”的项目组合
起来，促进金融循环、产业循环、信用循
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和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进一步深化农
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在乡村振兴中迸
发出不竭动力。

我国发现罕见月牙形陨石坑

据新华社广州 8 月 5 日电（记者 陆

浩 胡拿云）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
化学研究所获悉， 该所研究人员在黑龙
江省发现了一个形状罕见的陨石坑———
依兰陨石坑。 这也是继岫岩陨石坑之后
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二个陨石坑。

依兰陨石坑位于我国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依兰县境内，形态特征奇特，是一座
月牙形环形山。 这个碗形陨石撞击坑坐

落在花岗岩体上，直径 1850 米，坑缘高
出地表 150 米。 陨石坑的大部分坑缘保
存状态良好， 但占总长度约三分之一的
南部坑缘缺失。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
究员陈鸣表示， 导致该陨石坑形成的星
球撞击事件发生在约 4.9 万年前， 基于
对现有陨石坑资料的分析， 依兰星球碰
撞事件是地球近十万年来发生的一次规

模最大的撞击事件。
“依兰陨石坑的形成与一颗直径约

100 米的小行星超高速撞击地表有关 。
这是一次极高强度的撞击事件， 星球碰
撞释放出的能量超过 1000 万吨 TNT 炸
药的爆炸当量， 引发了一次威力巨大的
爆炸。 ”陈鸣说，撞击引起的冲击波将地
表以下体积超过 4 亿立方米的花岗岩体
瞬间撕裂成碎片并挖掘出一个巨大的碗

形凹坑， 形成的陨石坑真实深度与直径
的比值达到地球同类型陨石坑之最。

陈鸣表示， 这次撞击事件发生在旧
石器时代中期末段， 这个时期黑龙江中
南部地区草原茂盛、 森林密布、 动物繁
盛。该区域当时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猛
犸象-披毛犀动物群也是当时活跃的哺
乳动物群，“这次星球撞击引发的巨大爆
炸， 导致了陨石坑及周边数十千米范围
内的生态环境灾难。 ”

目前地球上已发现不少陨石坑，但
这类地质遗迹在我国较为罕见。 陈鸣表
示， 依兰陨石坑的发现不仅给我国行星
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和科普基
地，更拉近了人类与太空的距离。

专家提醒

警惕配方奶粉营销影响母乳喂养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记者 温竞

华 田晓航）8 月 1 日至 7 日是世界母乳
喂养周 。 在中国营养学会 5 日召开的
2021 年世界母乳喂养周主题研讨会上，
多名专家表示， 配方奶粉营销是影响孕
产妇选择母乳喂养的一大原因， 需要加
强对母乳代用品营销行为的规范。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
赖建强说， 母乳是儿童出生后最佳的营
养来源，母乳喂养使母亲和婴儿都受益，
婴儿出生后应坚持 6 个月纯母乳喂养。
数据显示， 全球各国都面临着母乳喂养
率未达到理想状态的情况， 目前全球超
过一半的孩子， 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孩子

没有充分享受到母乳喂养的益处。
“近几年来我国婴儿出生率呈下降趋

势，但是配方奶粉的销量持续上升，其中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更多的妈妈选择了
配方奶粉喂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
华办事处营养专家常素英指出，婴儿配
方奶粉市场营销活动对母乳喂养会产

生负面影响，孕产妇接触婴幼儿配方奶
粉营销活动越频繁 ， 对配方奶粉的态
度就越积极。

常素英建议， 通过强制性法规规范
母乳代用品营销行为， 尤其是软广告等
隐性营销。同时，严格执行广告法中关于
过度和误导性营销婴幼儿食品营销行为
的规定。

她还建议，通过扩大高质量婴幼儿喂
养咨询服务范围、实施工作场所家庭友好
政策、加大母乳喂养重要意义的宣传力度
等行动，切实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答问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坚决采取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 5 日就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回答
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8 月 4 日，美国国防部国
防合作安全局发布消息称， 美国务院已
批准向台出售总价 7.5 亿美元的 40 套
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及相关设备。 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
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违
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更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
是“八·一七”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
力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
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重信守诺，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
系，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进
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
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坚决采取正当、 必要
反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