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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妇幼篇

儿童铅中毒

什么是
儿童铅中毒？
由于儿童接触铅导致体
内铅的负荷达到较高水平，
对儿童造成健康及生长发育
的危害。目前发现，铅对人
体无任何生理功能，体内即
使较低水平的铅，也可能导
致危害。

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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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提示

秋季备孕吃什么
在这个初秋季节，
开始备孕的
准爸爸妈妈们要开始调理身了哦，

虫感染的受害者。当人们接触了
感染弓形虫病的畜禽，并吃了这
些畜禽未熟的肉时，
常会被感染。
甜食：吃甜食会刺激神经末
梢，让人感到兴奋和愉快，但由
于甜食具有高脂肪、高卡路里的
特点，常食甜食容易引起体重增
加，增加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蛀牙，对
怀孕不利。准备怀孕的女性若平
时对甜食有依赖，营养学家建议
每餐喝一杯略带苦味的茶。当出
现对甜食的强烈渴望时，改用几
片水果来解馋。

吃这些提高免疫力
茶：抗细菌防流感。哈佛大
学的免疫学者发现，连续两周每
天喝五杯红茶的人其体内会产生
大量的抗病毒干扰素，其含量是
不喝茶的人的 10 倍，这 种可以
抵抗感染的蛋白可以有效帮助人
体抵御流感，同时，还可以减轻
食物中毒、伤口感染、脚气甚至
是肺结核和疟疾的症状。当然，
喝绿茶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新鲜萝卜：因其含有丰富的
干扰素诱导剂而具有免疫作用。
苹果：能增加血液中白血球
的数量。
麦麸：含有可增强免疫功能
的镁、锌、硒，可在谷物食品中

为什么儿童是铅毒性的高危人群？
（1） 人 体 的 血 液 进 入 大
脑有个屏障，称之为血脑屏
障。而儿童血脑屏障功能发
育不成熟，铅可通过血脑屏
障到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对
铅的毒性特别敏感，极易受
到铅的损害。

（2） 儿童消化道、呼吸道
吸收率比成人高 5-10 倍，肾
脏排泄铅的能力显著低于成
人。
（3） 儿童好动，手、口的
动作相对多，环境中的铅容易
通过手——口吃下去。

掺入麦麸。
海鲜：海鲜中含有铁、锌、
镁、硒、铜等有助促进免疫功能
的矿物质。
香菇：香菇所含的香菇多糖
能增强人体免疫力。蘑菇、猴头
菇、草菇、黑木耳、银耳、车
养、百合等，都有明显增强免疫
力的作用。
鸡汤：美味的感冒药。鸡肉
在烹饪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半胱氨
酸与治疗支气管炎的药物乙酰半
胱氨酸非常相似，
有盐分的鸡汤可
以减轻痰多的症状，
因为它与咳嗽
药的成分很像。炖鸡汤时加些洋
葱和大蒜，
可让效果更显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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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铅中毒
该如何诊断？

最

近，美国亨氏 AD 钙高蛋白营养米粉铅
严重超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很多给孩
子吃过亨氏米粉的家长很紧张，担心会
不会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儿童食品里的铅超
标会带来什么影响？铅中毒有哪些危害？如何
预防铅中毒？

（1） 目前认为，儿童血铅
水平低于 100μg/L 是可以接受
的铅水平，但铅对儿童生长发
育危害没有最低阈限值，任何
水平铅暴露都会有害的。
（2） 当 血 铅 水 平 100199μg/L，即使无任何临床表
现，可诊断儿童高铅血症。
（3） 儿童铅中毒可伴有非
特异性临床症状，包括腹隐
痛、便秘、贫血、多动、易冲
动等。2006 年我国卫生部制定
的儿童铅中毒的诊断标准：连
续两次静脉血铅>200μg/L 时，
结合铅暴露源和临床表现，即
可诊断儿童铅中毒。

铅的危害有哪些？
（1） 短 期 急 性 高 水 平 铅
暴露可导致中毒性脑病，出
现头痛、惊厥、呕吐，严重
的会出现死亡；可造成多脏
器功能损害，包括神经系
统、造血系统、消化系统、
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及肾
脏、肝脏系统等。
（2） 低水平铅暴露主要损
害儿童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影

响儿童认知和行为发育。有研
究提示，儿童的血铅水平每上
升 100μg/L，其智商（IQ）下降
6-8 分。也有研究发现，儿童过
高的血铅水平与儿童多动行
为、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
攻击性行为以及成年后的犯罪
行为密切相关。
（3） 铅中毒会导致儿童出
现贫血、腹痛、便秘等症状。

铅的吸收、代谢受哪些因素影响?
（1） 环境中铅可以通过消
化道、呼吸道进入儿童体内，
儿童体内的铅 80%-85%从消化
道摄入，15%从呼吸道吸入。
（2） 空腹或食物脂肪可促
进铅的吸收，钙、铁、锌等元
素可抑制铅的吸收，这是因为
他们吸收过程中用
的是相同

的载体通道，相互间存在竞争。
（3） 消化道的铅从小肠吸
收入血后 99%进入红细胞与血
红蛋白结合，再随血液进入脂
肪、肌肉、脑、内脏等软组
织，最后长期蓄积在骨骼和牙
齿，仅极少部分铅从大便、小
便排出。
（4） 血液中的铅的半衰期
月为 25-35 天，儿童骨骼中的
铅的半衰期长达 10-20
年。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优生优育。那
么，
秋季吃什么容易怀孕呢？

吃这些应注意
咖啡：每天喝咖啡一杯以上
的育龄女性，
怀孕的可能性只是不
喝咖啡者的一半。专家提出，
女性
如果打算怀孕，
就应该少饮咖啡。
胡萝卜：胡萝卜含有丰富的
胡萝卜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对人
体有益的其他营养成分。但妇女
吃太多的胡萝卜后，摄入的大量
胡萝卜素会引起闭经和抑制卵巢
的正常排卵功能。
烤肉：有人发现爱吃烤羊肉
的少数妇女生下的孩子患有弱
智、瘫痪或畸形。经过研究，这些
妇女和其所生的畸形儿都是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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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
儿童铅中毒？
（1） 勤洗手。宝宝的手一
定要注意卫生，特别是进食前
要洗手，勤剪指甲。
（2） 清洁儿童玩具。儿童
的玩具或物品可能会粘附铅
尘，经常清洗，减少铅尘误入
儿童体内。木质玩具的油漆层
可能含有铅，不要作为年幼儿
童的玩具，如果要作为玩具，
需要选择环保的。
（3） 减少铅暴露。不要带
孩子到铅作业环境附近散步、
玩耍。如果生活在存在铅作业
的工业区附近的家庭，尽可能
经常用湿揩布抹去儿童能触及
部位的灰尘。
（4） 避免摄入含铅较高的
食物，如铅皮蛋，含铅爆米
花。清晨第 1-3 分钟的自来水
可能会被水管铅污染，尽量不
要食用。
（5） 儿 童 应 少 吃 油 腻 食
物、煎炸食品，脂肪可促进铅
的肠道吸收。儿童膳食中要有
足量的钙、铁和锌，可减少铅
的吸收。
（39）

重口味要不得

控制食盐摄入要从娃娃抓起
盐，是日常饮食中重要的
调味料，盐水还能起到缓和咳
嗽的作用。但是，盐摄入过量
也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威胁。尤
其需要注意的是，如今不少儿
童也开始变成“重口味”，过
早接触高盐食物对他们的成长
发育带来不良影响。
“食盐过量等于慢性自
杀”，乍一看似乎有些危言耸
听，其实不无道理。对于成人
而言，很多人都知道，过多摄入
钠盐，容易导致雀斑、骨折、感
冒和患癌等病症。殊不知，儿
童盐摄入过量也会妨碍人体对
锌和钙质的吸收，影响成长发
育，
增加慢性疾病风险。
曾有调查显示，国内学童
和青少年比成人更嗜咸，每日
钠摄取量甚至超过建议量的 2
倍。无独有偶，根据美国食品
及药物管理局的调查，美国婴
儿每日吸收的钠，足以与成人
每日 18 克盐的份量匹比，而
初学走路的儿童所吸收的盐，
竟高达 25 克。由此可见，目
前不少儿童小小年纪就变“重
口味”。

儿童口味太重不利于成长发育
孩子越早接触到咸甜味，
成年后愈容易偏好重口味。儿
童营养专家提醒，常吃高盐食
物会降低孩童分辨咸味的敏感
度，养成爱吃重口味的不良饮
食习惯；而孩童钠摄取过量，
会妨碍对锌的吸收，影响智力
发展，更会增加日后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胃癌、肾结石等

慢性病风险；且身体要排出过
量的钠时，还会带走钙质，因
而导致骨钙流失、骨密度降
低，影响成长发育，造成孩子
长不高、成人骨松等现象。
泡面等即食食品是许多中
小学生的最爱，但其暗藏的高
钠含量却可能影响智力发展和
骨骼健康。

减少食盐摄入可用天然食材调味
新生婴儿尝到有咸味的东
西时会表情难看，吃没有加盐
的食物则绝不会减低食欲。可
是，由于日常饮食中含有大量
食盐，因此年幼儿童很快便养
成对食盐的爱好。
因此，家长在喂养孩子时
一定要注意调味时控制食盐的
使用量，烹调儿童食物最好不
要放食盐，试用香料以及其他
调味品来代替盐。洋葱、大
蒜、干芥末和柠檬汁都可以采
用，但别用酱油、味精、水解
植物蛋白质或脱水肉汤块，因
为它们都含有大量的钠。

孩子平时的食物可以选择
马铃薯、芋头、苋菜、芹菜、
菠菜、空心菜、金针菇、竹
笋、海带等，无需多加调味，
就很美味。此外，家中不存放
零食等高盐食品，也能自然减
少孩童食用的机会。
此外，家长还要注意防止
孩子依赖加工食物，特别是罐
头汤和罐头蔬菜 （除非标明低
含 钠 量）、 工 厂 配 制 好 的 膳
食、加工肉类和干酪，最好用
新鲜肉类和新鲜或冷藏蔬菜代
替，还要注意少吃快餐。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