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期     二零一零年 六月  
Vol.13                         June, 2010 

北美医学与健康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 Health 

 

      主编： 孔学君 医师              Editor‐in‐Chief: Xuejun Kong, MD
        出版： 美国波士顿                                    Published in Boston, MA, USA 
    发行： 美国，加拿大，中国                    Distributed to USA, Canada and China 

 医学新闻  Medical News  
美国儿童学会防止儿童溺水最新条例 

绝经期妇女激素替代疗法的最新进展 

世界在与儿童死亡率的抗争中取得进步 

性早熟儿童花销巨大 
 

医学进展  Medical Advances 

孕妇H1N1 流感的抗病毒治疗---18 例成功病例 
 

医生日志  Physician Diary  

自杀意念缘何起，体味幻觉或为凶 
 

名院风采  The Famous Hospital   

布莱根妇女医院 （BWH） 
 

医学人物  The Physician of the Month  

疼痛专家陈露西医师 
 

医疗体系  Health Care System 

美国医学会(AMA)支持奥巴马医改，但会员意见不一 
 

医学教育  Medical Education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强化利益冲突原则 
 

法律顾问  Legal Issues  
中美处理医疗事故相关法律的比较研究(二) 
 

咨询门诊  Consultation Clinic  
40 岁男女性功能障碍面面观 
 

药物信息  Drug Information 
Gabapentin 可缓解不宁腿综合征疼痛 
 

医学论坛  Medical Forum 

自闭症与疫苗有关吗？ 
 

饮食健康  Diet and Health  
含糖饮料可以导致高血压 
高血压与 DASH 食谱 
 

健康指南  Health Guidance  
谈谈痤疮 
 

环球医学  Global Medicine 
试论墨西哥湾油井泄漏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专题讲座  Special Topic 
失眠真痛苦，治疗有良方 
 

本期特讯  This Month Special 
齐心协力，提高亚裔健康水平 

群英会集波城，聚焦美国亚裔健康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亚裔健康推广盛会纪实 



 
 

北 美 医 学 与 健 康 
 

2010年6月 第13期 总第13期 
 

 

目 录 
 

医学新闻 Medical News     

美国儿童学会防止儿童溺水最新条例        1 

绝经期妇女激素替代疗法的最新进展        1 

世界在与儿童死亡率的抗争中取得进步        2 

性早熟儿童花销巨大          2 
  

医学进展 Medical Advances 
孕妇H1N1 流感的抗病毒治疗---18 例成功病例       3 
 

医生日志 Physician Diary            

自杀意念缘何起，体味幻觉或是凶         4 
 

名院风采 Famous Hospital        

布莱根妇女医院           5 
 

医学人物 Physician of the Month        

疼痛专家陈露西医师          6 
 

医疗体系 Health Care System         

美国医学会(AMA)支持奥巴马医改，但会员意见不一       7   
 

医学教育 Medical Education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强化利益冲突原则       8     
 

法律顾问 Legal Issues         

中美处理医疗事故相关法律的比较研究（二）              9 
 

咨询门诊 Consultation Clinic         
40 岁男女性功能障碍面面观         12 
 

药物信息 DrugInformation 
Gabapentin 可缓解不宁腿综合征疼痛        13 
 

医学论坛 Medical Forum 

自闭症与疫苗有关吗？          14 
 

饮食健康 Diet and Health         

含糖饮料可以导致高血压          15 
高血压与 DASH 食谱          15  
 

健康指南 Health Guidance            

谈谈痤疮           16   
 

环球医学 Global Medicine 
试论墨西哥湾油井泄漏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17     
 

专题讲座 SpecialTopic 
失眠真痛苦，治疗有良方          18   
 

本期特讯 This Month Special                                                             

齐心协力，提高亚裔健康水平         19 

群英会集波城，聚焦美国亚裔健康          20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亚裔健康推广盛会纪实        20 

===================================================== 

北美医学与健康          二零一零年六月出版 第十三期  总第十三期         电子版  www.najmh.org              邮箱      info@acmes.net  

http://www.najmh.org/
mailto:info@acmes.net


 
 
 

 
北美医学与健康                                二零一零年六月  第十三期                                                                1 

 
  

 
 

美国儿童学会防止儿童溺水最新条例 

• 美国儿童学会提出最新关于防止儿童溺水的指导方针 

• 医生应对准备购买充气式和便携式泳池的父母解释其

风险 

 

夏天已经正式到来了，很多家庭都会进行水上活动，为了保证

儿童安全，美国儿科学会最近颁发了关于水上安全及防止儿童

溺水的条例。 

 

最新一期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小儿医学》杂志发表了这篇新

的水上活动安全措施报道，该文颁布了美国儿科学会提出的最

新关于防止儿童溺水的指导方针。 
 

儿科医学委员会指出一系列的安全措施，包括儿童泳池的检修，

进行游泳课训练，安装防止儿童被水下管道夹住

的装置。除此之外，该报道还包括了一

个详细的提供水上安全背景信息的技

术报告。 

 

本文作者 Jeffrey Weiss 医生及其他

美国儿科医学会的医生指出：“由于世界

卫生组织对溺水，下水管道夹带，头发缠连受伤，便携式泳池

的安全隐患，以及游泳课训练等提供了新的研究结果，美国儿

科医学会因此决定修订水上活动安全政策。” 

 

自 1985 年以来，儿童溺水死亡率由每 100,000 中有 2.68 人锐

减至 1995 年的每 100,000 中有 1.96 人。但是目前溺水仍然是

造成美国 1 至 19 岁儿童死亡的第二大杀手。2006 年溺水死亡

的儿童和青少年共计 1077 人，死亡率为每 100,000 中有 1.32

人。 

新的政策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溺水的定义:“由于浸入液体

中导致的呼吸不畅”，并且更改了溺水的结果定义“死亡”，

“发病”，“正常”。“新的溺水定义和结果分类和其他医学

损伤相符合，能更好的帮助监督溺水以及收集溺水资料。”该

报告的作者如是说。 

 

该报告研究了全美儿童溺水资料，发现 32％事故发生在人造泳

池。作者们建议人造泳池必须修建栏杆围住，对越来越流行的

充气式大泳池应该像地下泳池一样小心。2004 年到 2006 年的

消费者产品安全报道显示，47 个儿童由于充气式泳池而死亡。

作者在报道中写道，“不幸的是，许多父母没有意识到充气和

便携式泳池也需要安装栏杆，而且这些泳池在法律上也没有要

求设置栏杆。由于这些泳池含有大量的水，它们经常处于水满

的状态，因此对儿童来说很危险。另外有些款式的泳池一侧很

软，小孩容易翻滚进去而头朝地掉进游泳池。” 

 

这些新政策也号召游泳池所有者和使用者安装专门的下水道盖，

安全真空释放系统，多出口过滤水泵等其他装置来防止儿童的

身体或头发被有游泳池下水道卡住。1990 至 2004 年间，泳池

及水浴溺水案例共有 25 起，其中身体卡住而死亡有 13 例，头

发卡住（大多数为女孩）而死亡有 12 例。 

 

为了保证儿童游泳安全及自救，美国儿科医学会扩大了儿童上

游泳课的年龄。最近有证据表明，儿童越早学游泳越好，因此，

儿童医学会将减少 1－4岁儿童学习游泳的限制。但是，这并不 

代表儿童医学会鼓励 1－4 岁儿童游泳。另外，12 个月以下婴

儿也不建议进行游泳训练。该报道写道，“最近几年来，婴儿

的水中求生技能训练在美国及国际上都很流行，网上有很多婴

儿在水里游泳，漂浮在水上，和大声哭喊的视频。尽管有传言

说婴儿可以在水里自救，但是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游泳训练

对于 12 月以下的婴儿有用。” 

[资料来源] 美国《小儿医学》杂志，2010 年 5 月；作者： 

Chris Emery；审稿人：Zalman S. Agus, 
MD;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ol of 
Medicine ； Dorothy Caputo, 
MA, RN, BC-ADM, CDE, 

Nurse Planner 
 [

 

编译]  陈娟  

 

绝经期妇女激素替代疗法的最新进展 

关于绝经期妇女是否给与激素替代疗法（HRT）在医学界一直

争论不休，没有统一的临床原则。近年来医生一般不再向病人

推荐激素替代治疗，是基于妇女健康项目（Woman  Health 

Initiative）的研究结果，该研究表明激素替代疗法增加心脏病，

中风，及乳腺癌的发病率。 近期的另一项研究对于激素替代

疗法提供了新的依据，研究表明 50‐59 岁年龄组与 60 岁以上年

龄组对于激素替代疗法的反应明显不同，而且绝经的时间长短

对于激素替代疗法的反应也有明显差异。此研究分析了以往的

妇女健康项目的资料并指出其研究对象主要是 60 岁以上绝经

妇女，而 50‐55 岁的妇女仅占 3.4%，显然使其结论存在很大偏

差。本项研究集中了 25 个专家的文献检索资料，指出在绝经

期 10 年内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的妇女比起对照组总死亡率下降

30‐40%。对于 50‐59 岁年龄组，激素替代疗法不仅使更年期症

状明显减轻，而且使冠心病发病下降 37%，而 60‐69 岁年龄组

http://www.medpagetoday.com/reviewer.cfm?reviewerid=30
http://www.medpagetoday.com/reviewer.cfm?reviewer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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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冠心病发病率则仅下降 6%，70‐79 岁年龄组的冠心病发病率

不仅不下降反而增加 13%。但是中风及乳癌的发病率仍示增加，

似与年龄无关。但本研究指出，激素替代疗法对于乳癌并非致

癌作用，而是促使已形成的乳腺癌达到可检测的状态。此项研

究为激素替代疗法提供了新的依据，主要应针对 50‐59 岁或绝

经 10 年内的妇女，其获益似乎远大于其风险。 

[参考资料]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2010;95:57. 
[编译]  孔学君 医师   

 
 

世界在与 儿童死亡率 

的 抗争中取得进步 

在世界范围内，5 岁以下儿童死亡总人数在今年将首次降到八

百万人以下。但是一些研究表明，美国儿童死亡率下降的速率

确不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任职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健康指

标和评估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默里教授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的文

章，在 1990 年，5 岁以下儿童死亡总人数为一千一百九十万，

然而该数字在 2010 年将会降到七百七十万。 
 
在美国，每千个孩子的死亡平均数为 6.7 人，这个数字落后于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美国儿童死亡率已经从 1990 年的第 30
位落到了目前的第 42 位。美国其实一致在改善儿童的死亡率，

但是下降的速度却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几乎与哈萨克斯坦、

塞拉利昂、安哥拉在同一水平。 
 
在其他的西方国家中，英国预计的死亡率最高，为每千人 5.3
个孩子。新西兰和韩国也预计将高于每千人 5 个孩子的死亡率。

默里教授的研究指出在这四个富裕国家中出现的儿童死亡率下

降缓慢的现象值得仔细研究，以便找出对于该现象进行有效干

预的决定因素。 
 
在一次访谈中，默里教授指出该现象告诉我们整体护理的重要

性。我们因该注意生前、生产、新生儿护理和儿童健康管理的

各个方面。默里还指出在美国，这种现象至少部分是由于无法

接受到健康护理和护理质量存在缺陷相关。 
 
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死亡率下降的年平均速率为百分之 2.1。这

个数字仍然低于千禧年发展目标 4 中提高的百分之 4.4 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为了 2015 能达到儿童死亡率与 1990 年相比下降三

分之二而设定的。 
 
 
以前的评估表明估计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而默里的报告指出目前有百分之 29 的国家可能会达到这个指标。

这个报告指出：“迅速降低儿童死亡率应该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

视。应该用形成常规的，并且严格细致的，有可比性的新方法

进行观察，以保证达到这个目标。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全世

界都能达标”。 

 
这个研究使用了有 16,174 次测量的数据库。这些数据是通过重

要的采集系统得来的关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信息，包括了

187 个国家的调查和普查中出生情况的摘要和完整数据。 
 
在 2010 年预期的七百七十万例死亡中，三百一十万可能在新生

儿时期（出生至生后第 27 天）发生，两百三十万例可能在后新

生儿时期（生后第 28 天至生后一年）发生，另外两百三十万则

可能发生在儿童时期（1 至 4 岁）。 
 
整体上看，三分之一估计发生在南亚地区，另外将近一半发生

在非洲的下撒哈拉地区。少于百分之一的死亡发生于高收入国

家。有 38 个国家的超过了每千个活产中 80 个死亡的死亡率，

其中 34 个国家位于下撒哈拉地区。（马建韬医师摘译） 
 
在世界范围的所有 21 个地区中，儿童死亡率整体上在下降。与

1990 年相比较，下撒哈拉地区的下降速度在增加。该地区死亡

率下降速率超过百分之一的国家有：安哥拉、博茨瓦纳、喀麦

隆、刚果、民主刚果、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卢旺达、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威士兰和冈比亚。 
 
虽然原因并未十分清楚，但是默里教授给出的解释为：“提高了

健康干预的覆盖面，例如免疫接种。提高了杀虫剂处理帐篷的

使用，加强了对于对母婴艾滋病传播的防控，以及抗轮状病毒

药物的推广使用也促进了死亡率的下降。然而目前并没有直接

相关的证据”。 

[参考文献]  MedPage Today May 23, 2010 
 [编译]  马建韬 医师 

 

性早熟 儿童花销巨大 

当今性早熟儿童急剧增加，困扰着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性早
熟是指的女孩 8 岁以内男孩 9 岁以内儿童开始呈现第二性征，
提前步入青春期发育。性早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垂体的促性腺
激素提早过多分泌造成。性早熟的危险因素包括大脑受伤，低
出生体重，脑积水，脑肿瘤。这些性早熟的儿童其患内分泌，
营养，代谢，及免疫疾患的发病率高达 20%，而对照组为 3%；
其精神疾患发病率为 20%，而对照组仅为 5%；其中枢神经疾
患发病率是 15%，而对照组为 2%；其肌肉及结缔组织疾患发
病率为 17%，对照组则 5%。由于这些合并症的发生明显高于
正常对照，性早熟的儿童医疗费用耗资巨大。据 近的统计，
性早熟儿童医疗费用年花销达 21715 美元，而正常对照组的花
销是 923 美元。显而易见，性早熟对于社会及患儿家庭都是很
大的经济负担。本文呼吁全社会关注，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以
求早期预防及早期干预。 

[参考资料]   ENDO 2010，Poster 3-722, the Endocrine Society 

[编译] 王晓春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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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进展   
  

  
 

孕妇H1N1 流感 的抗病毒治疗-18 例成功病例 
 
 
 

文章概要 

• 本病例分析证实了此前相关报告中孕期妇女 H1N1 流
感相关并发症存在更高风险的论述。 

• 明确此病例分析中的妇女全部接受了即时的抗病毒治
疗，无一人死亡。 
 

受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感染而入院治疗的孕期妇女中存在严
重并发症的风险，其中包括胎儿死亡，一项少例数病例分析再
次确认了此论断。 
 
在本文报道的 18 名妇女中，有两例在 23 周妊娠前发生自然流
产。资料来源于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医学博士及其同
事，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中心和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国王郡
医院中心。另五位妇女分娩了胎儿，其中四例属于早产，胎儿
全 部 存 活 ， 相 关 报 告 发 表 在 5 月 24 日 的 内 科 医 学 进 展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中。 
 
同此前有关甲型 H1N1 流感感染孕妇的报告不同，18 位母亲无
一死亡，她们全部在入院当日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在之前的
病例中，延误抗病毒治疗有可能提升了孕产妇的死亡率”，米勒
（Andrew Miller）和他的同事认为，“如果存在受 H1N1 感染高
度可疑的迹象，凭借经验判断，病人应该接受抗病毒制剂的治
疗。” 
 
研究人员在去年甲型 H1N1 流感爆发之初即认识到该流感提高
了妊娠妇女流感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这一结论在几份报告中都
得到了证实。研究人员相信，并发症风险被加大同孕妇妊娠期
间的生理变化相关，其中包括心律变快，心搏量加大，氧消耗
量增加，以及呼吸频率加快，同时肺容积减小，潮气量降低，
肺功能残气量变小。 
 
另外，孕晚期妇女的肺的毛细血管渗透压降低更易于导致肺水
肿，从而提高了严重的呼吸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免疫系统的变
化也可能使怀孕妇女更容易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病毒。            
 
为了研究甲型 H1N1 流感对妊娠妇女的影响，米勒和他的同事
回顾性地审查 18 名妊娠妇女（平均年龄 27 岁）的记录。这些

妇女在甲型 H1N1 流感 初爆发的第二和第三个月中收治于布
鲁克林的两个医学中心。大多数妇女（14 位病人）是黑人，两
位是西班牙裔，另一位是白人。 
 
没有人有近期旅行的记录；其中两位是卫生健康从业人员。全
部人员存在确诊或疑似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感染。检测方法
包括鼻咽拭子的直接抗原检测（14 位妇女），实时逆转录聚合
酶链反应分析检测，或者病毒培养（4 名妇女）。 
 
每位孕妇入院当天，5 天疗程的奥司他韦（达菲）每天两次每
次 75 毫克被用于患者的治疗。半数病患的表现症状主要是胃肠
性的－反胃、呕吐、腹泻－或者腹部不适的。几乎四分之三
（72%）患者符合病毒血症表现。 
 
超过半数的病人表现为咳嗽、发烧、呼吸急促或者肌肉疼痛。 

常见性的共存疾病包括其中五位病人有哮喘，两位病人有镰状
细胞贫血，另一位有糖尿病。 
 
中值留院时间为 4 天（范围涵括 1 天到 15 天），其中 3 位需要
留置重症监护治疗病房。住院期间进行分娩的七例病例中，6

位属于早产，4 位实施了急性剖宫产手术。 
 
胎儿宫内窘迫－界定为胎心率监测中出现反复性心动减速，胎
心过缓，胎心过速伴随未足月发生绒毛膜羊膜炎，产程活跃期
出现先露异常，子痫惊厥，或者其它危急情况需要进行紧急分
娩—出现于早产儿其中五位胎儿分娩过程中。 
 
所有存活婴儿都未感染甲型 H1N1 病毒。研究者指出，未发生
垂直感染的原因并不清楚。 他们认识到其研究受制于小病例
样本，检测方法存在漏检受感染孕妇的可能性，以及研究仅仅
局限于医院收治的怀孕妇女。 
 
 
 
[主要资料来源]  内科医学进展（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2010 年
5 月 ， Miller A, et al "Novel influenza (H1N1) virus among gravid 
admissions" Arch Intern Med 2010; 170: 868-73.  
 
[摘译]   张震宇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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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意念 缘何起？体味幻觉或为凶 

 

富士康公司连续 13 名年轻员工的自杀事件导致了一场政治

和伦理大地震，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自杀这一人类怪异恶魔的
再反思。是什么使人们，尤其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产生轻生念
头？有哪些因素可导致自杀意念？如何可以避免？ 

罗德岛州府医院的 Katharine Phillips 医师在美国精神病学学会
会议的一项研究摘要中报道一个新的可能凶手。嗅觉幻觉综合
症——患者对臭味产生错觉的症状‐‐似乎被医学界所忽视，  尽
管这种病症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超过三分之二的患
者报告有自杀想法, 另外，近三分之一患者报告有自杀的举动。
“这些病人十分痛苦，”    Phillips 医师说,  “他们的(器官)功能受损, 

同时自杀率很高。”  她说:"这种病症尚未被深入研究，尽管该症
状一百年前就有描述。” 

因此为了进一步描述这个病症的临床特点,  Phillips 医师和同事
评估了 20 例出现在巴特勒医院和和他曾经工作的罗德岛州府
医院的嗅觉幻觉综合征患者。他们发现这些病人每天会花 3 到
8 小时关注于他们身上的难闻气味。大多数人相信这些病人认
为的难闻气味真实存在,  尽管没有人同意这些气味能被探测到
(85%)。超过四分之三(77%)  的人认为其他人特别注意这类气味。
“如果你擦鼻子或者做出闻一闻的举动,他们会曲解认为这是说
他们臭味,或者如果你说房间很闷,让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他们也
会曲解。”   患者通常认为这些气味来自于他们的口腔, 其次是腋
窝、生殖器、肛门, 脚和皮肤。腹股沟、手、头、头皮也被认为
是这些气味的来源。绝大多数患者(75%)  认为他们有口臭,  同时
65%的患者相信他们的汗味也难闻。大约 30%的患者感觉的气
味的来自于胀痛或粪便, 另外有 20%的患者认为气味来自尿液。
表面上,  患者通常认为有多个气味源。平均而言,  这种气味来自
于三种不同的体味。为了掩盖这种患者认为存在的气味, 患者最
常将自己浸没于香水中  (90%)。Phillips 医师说：“有的人甚至喝
香水来消除他们的口中臭气。”    大约 70%的一天洗澡多次来摆
脱了假想的恶臭。其他一些患者则不断地嚼香口胶(60%)  或薄
荷糖  (50%)。大约有四份之一患者报告曾一天内多次改变他们
的服装。 

“这些患者会用一整肥皂放在一个淋浴,”  Phillips 医师说，“一些
患者则通过不闻气味而改问他们周围的人是否闻到了一些不寻

常的气味，以不断寻求慰藉。这些患者有大一部分有并发症状，
其中有一些则有潜在的严重并发症。例如，74%的患者某种程
度上已经完全退出了社会交际。除此以外, 更为严重的是 68%的
患者曾想过自杀，32%的患者甚至曾经有过自杀行为。超过半
数的患者(53%)接受过精神病住院治疗，40%的患者报告，由
于他们对气味的感知问题，他们甚至一次性呆在家里至少一周
的时间。这些功能性混乱所导致的症状表现甚至自杀表现不应
被忽视， 尽管目前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对这类病症的关
注。”很多患者把他们的痛苦归因为他们感觉存在的臭味“， 她
说。“他们觉得他们到哪里都要被取笑.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觉。” 

在 纽 约 的 阿 尔 伯 特 · 爱 因 斯 坦 大 学 医 学 院 医 学 中 心 的 Eric 

Hollander 医师说，症状和体征可能是一致的，但如果有明显合
并症和更严重的症状, 它就是一种疾病。他补充说，他认为是
嗅觉幻觉综合症类似于强迫症。患者认为他们的外表有严重的
问题。典型的治疗包括选择性 5 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SSRIs)。
他说，"置于 SSRIs 的治疗中，SSRIs 可以有一个抗幻觉效果。” 
Phillips 医师说嗅觉幻觉综合症并不在目前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
（DSM）中有其诊断标准，但它可能导致患者残疾及社会恐慌。
此并发症中的一些症状也被认为是错觉混乱。在精神障碍诊断
手册修订本（DSM-5），争取将这个病症列入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症状附录中去, 从而形成一致认可的症状定义，为研究人员
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 

Phillips 医师说该症状缺少基本的主流研究。目前最新的研究来
自日本的资料。 日本研究发现,超过 2%的大学生都关心他们身
上发出的体味。“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其纳入"嗅觉幻觉综
合症”的范畴。” 她补充道。这些日本的研究发现，患者的平均
年龄在 30 岁,平均发病年龄在 15 和 16 岁之间。更多的患者
(60%) 是女性。另外，44%的患者对于他们的体味寻求的是非
精神类治疗,他们选择寻求胃肠病学家、牙医、皮肤科医生。不
过她说“通常那些治疗未能减少患者对他们体味的担忧。” 可见，
对于此病需要更多的临床资料及系统研究。 

 
[参考文献]  MedPage Today  （May 25, 2010） 

[编译]  陈慧敏  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消化内科，上
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目前是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交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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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根妇女医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简写：BWH） 
 

 

布莱根妇女医院简介： 

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BWH）

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哈佛医学区 (Longwood Medical Area)，
毗邻于哈佛医学院校园，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主要附属医院之
一。 

该院的历史可追溯到 1832 年成立的波士顿产科医院（Boston 
Lying-In Hospital）；1966 年，波士顿产科医院与妇女免费医院 
（Free Hospital for Women 成立于 1875 年）合并成立了波士顿

妇女医院（Boston Hospital for Women）；1980 年，波士顿妇

女医院，彼得·本特·布莱根医院 （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
成立于 1913 年），罗伯特·布雷克·布莱根医院 (Robert Breck 
Brigham Hospital，成立于 1914) 三家医院合并，成立了今天布

莱根妇女医院。医院现名亦由其组合而成。 

该院现已成为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全美著名的医

院之一。教学方面，该院附属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是其第二大

临床教学医院。 

临床方面，该院在美国新闻署（US News & World Report）发

布的全美医院评定中连续 11 年位居综合排名前十位。在专科的

排行榜上，其肾科，妇科位居全美第一；心脏与心外科，风湿

病，内分泌科位居全美前十；癌症，胃肠道疾病，骨科，呼吸

系统疾病，泌尿科位居全美前二十。 

该院有员工 12000 多人，其中医生 3000 多人，护士 2800 多人。

该院共有病床 777 余，每年收住病人 44000 人次，门诊病人达

950000 人次，急诊流量 55000 人次。作为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

生殖中心，每年接生 9000 新生儿。 

1994 年 3 月，该院与麻省总院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系统 (Partners 
healthcare) ，目前这一医疗系统成为包括了多家医院在内的马

萨诸塞州最大的医疗团体。 

科研方面，该院在近 10 年间一直是在非学校团体中获得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资助最多的单

位。仅在 2008 年间，其从各类团体获得的科研基金总数达 4 亿

之多。该院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BRI) 拥有 3200 多科研人员。 

布莱根妇女医院的里程碑： 

 
1847 年， 首次在新生儿出生时实施麻醉术。（波士顿产科医院） 
1923 年， 完成世界首例心脏瓣膜手术。病人是患有风湿性二尖

瓣狭窄的 12 岁女孩。 （彼得·本特·布莱根医院） 
1926 年， 三位医生（William Murphy, George Whipple 
及 George Minot）发现肝脏提取物可以治疗一种曾经被认为会

迅速致命的疾病—恶性贫血，并因此分享了 1934 年诺贝尔奖。

（彼得·本特·布莱根医院） 
1947 年， 研制了早期形式的肾脏透析机器。（彼得·本特·布莱

根医院） 
1949 年， 建立了世界上首个血库系统 —— 用于采集，储存，

输送血液。 （彼得·本特·布莱根医院） 
1954 年， Joseph Murray医生完成了首例人类器官移植 —— 在
同卵双胞胎之间进行肾移植，并因而获得 1990 年诺贝尔奖。

（彼得·本特·布莱根医院） 
1980 年， 三家医院合并，成立了当今的布莱根妇女医院。 
1984 年， 完成新英格兰地区首例心脏移植。 
1990 年， 外科医

生Joseph Murra  y 荣获

诺贝尔奖。 
2000 年， 完成世界首

例四器官移植 —— 从
一个捐赠者身上移植四

个脏器（2 个肺脏，1
个肾脏和 1 个心脏）分

别给四个病人。 

名院风采 

 
[图文资料]  Wikipedia 及 BWH 网站； [摘译] 肖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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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露西 

疼痛专家 

           麻醉医师 

 

 

医 学 人 物 

1977‐1982  中山医科大学 

1982‐1987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研究所，心血管外科复苏室住院医师／主治医师 

1987‐     美国医学健康总署心肺血液研究所研究助理 

1987‐1995  美国华盛顿医学中心心血管危重病房医学监测 

1995‐1998  美国弗吉尼亚医学院麻醉科住院医师训练 

1998‐1999  美国弗吉尼亚医学院麻醉科住院总医师 

1999‐2000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ＢＩＤＭＣ疼痛专科训练 

2000‐至今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疼痛专科及麻醉科主治医师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讲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疼痛研究中心研究员 

 

坚持梦想 决不放弃 

    陈露西  

  生命充满了十字路口和弯道， 

 我们只有在探索中学习。 

 当我们不得不在黑夜中爬上山顶， 

 别忘记清晨顶点的阳光才是最好的赐予。 

 

当目标遥不可及让我们充满疑虑， 

其实它离我们近在咫尺。 

决不放弃，坚持梦想， 

只要付出，就有回馈。 

 
让我们充满信心， 

让信心引领我们披荆斩棘。 

坚持梦想，决不放弃， 

在不远的前方，生命就会放出灿烂的光辉。 

                       [原文：英语； 翻译：武世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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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会(AMA)支持奥巴马医改 

   但会员意见不一 

奥巴马所推动的倍受争议的医疗改革终于被通过（本刊曾多次

讨论过）但困难远未结束。对奥巴马的这一“世纪之作”（奥

巴马本人用语）各方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一概的成败命运。

让我们看一看医疗系统之一，美国医学会（AMA），是如何反

应，也许能管中窥豹，预测未来。 

芝加哥——对于因美国医学学会年会召开而聚集于此的代表们，

实在是没有多少值得高兴的消息-医生们仍须面对联邦支付老

人及残疾人医疗保险（Medicare）21%的削减，在联邦议程上

民事侵权改革仍不知所踪，而且学会的会员人数在持续缩水。 

医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医学学会执行副主席迈克尔⋅梅
夫斯（Michael D. Maves）在对代表们发表的演说中指出：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同意我们在卫生健康体制改革中

所持的立场，我们支持最终的医疗改革法案的决定使我们失去

了一部分会员。” 

他估计会员净减少人数在 5%到 7%。同时，九个州决定抵制

参与州医疗协会和美国医学学会的一个合作计划。该计划，增

进合作项目（Partnership for Growth），特别设计用以增

加会员人数。它向那些同意以学会所缴费会员身份同时加入州

和全国医学学会的医生们提供额外的优惠。 

梅夫斯说，当州协会选择退出该合作项目后，在那些州的会员

人数历史性地下降了 12%到 13%，这是除了部分医生不满意

学会背书保护病患及平价照顾法案的另一因素。 

会议开幕期间的气氛远不乐观。并且，作为不满意程度的一个

指标，代表们要求会场在下午 5 点之后拒绝新闻媒体和非会员

代表列席，以便举行闭门会议。 

多位代表向今日医学新闻表示，举行闭门会议是为了让众多代

表和美国医学学会领导层之间就健康医疗改革辩论期间出现的

众多“问题”进行更坦率的交流。 

但是，尽管代表们埋怨美国医学学会目前的处境，协会领导层

并无意改变支持健康医疗改革的立场。 

在向代表们发表的离职演讲中，美国医学学会主席，医学博士

詹姆斯⋅罗哈克（J.James Rohack）称赞了新的医改法案以及

美国医学学会在推动这一法案颁布中所承担的角色。 

“新的法案保持了美国健康医疗系统的多元化。感谢来自美国

医学学会的巨大影响力，它成功促成了对由少数几个寡头公司

垄断的私人医疗保险市场做出必要的改变，”罗哈克接着说，

“在这个私人保险市场中，对可获利商业经营模式的追逐必然

会尽量避免把最需要健康医疗保险的那一部分人纳入保险涵盖

范围之中。感谢部分来自美国医学学会的影响，通过健康保险

交换项目，我们把可选择性和竞争重新注入私人保险市场。” 

此外，在针对美国医学学会主席当选人的三方竞争中，三位候

选人都是学会董事会成员——协会董事会曾向国会递交书面背

书支持医疗改革法案。 

这三位候选人，彼得⋅卡梅尔（Peter W. Carmel）、医学博

士、来自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约瑟夫⋅海曼

（Joseph M. Heyman）、医学博士、来自马萨诸塞州埃姆斯

伯里的妇产科医生，以及爱德华 ⋅兰斯顿（Edward L. 

Langston）、医学博士、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拉法叶，公开记录

显示他们都支持医疗改革的立法。并且，在协会代表大会举行

的“主席竞选辩论”中，他们每个人都重申了他们的支持态度。 

罗哈克在其演讲中指出，美国医学学会推动并达成了“低收入

者的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中对基本健康医疗服务的给付

率至少应当等同于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服务的医疗照顾

（Medicare）保险计划中相对应的给付率。——这对儿科医生

和其他提供基本健康医疗服务的医生来说，是个显著利好的成

果。” 

同时，他认为美国医学学会成功地阻止了对整容手术征税，将

医疗照顾计划涵盖范围扩大到 55 岁以及老人及残疾人医疗计

划（Medicare）向大量开出诊断检测的医生减少给付的提议。 

但是，美国医学学会未能推进民事侵权法改革，也未能如愿修

正保险持续增长率（SGR），现有的可持续增长率模式导致自

6 月 1 日起，老人及残疾人医疗计划（Medicare）支付被削减

21%。 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服务和老人及残疾人医疗

计划（Medicare）服务中心要求中介机构暂缓受理基于新的削

减预算上的给付处理申请 10 天—这一要求在 6 月 14 日到期。 

然而，美国医学学会显然在奥巴马政府中有支持者。总统先生

在他的每周电台演说中提到了可持续增长率（SGR）的问题，

奥巴马总统劝告国会必须为所应为，改正这一医疗支付上出现

的问题。 

“今年，国会议员中的大多数都愿意阻止此高达 21%的削减—

—毫无疑问，这一削减会导致一部分医生全面停止为参与老人

及残疾人医疗计划（Medicare）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奥巴

马总统提到，“尽管多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另一部分人一直投票

推迟这类预算削减，但这次，他们决定漠视医生们和我们的年

长公民的利益。” 

奥巴马总统提到他“愿意通过艰苦的努力，采取必要的步骤以

降低老人及残疾人医疗计划（Medicare）的成本，与此同时，

将我们的医疗预算导向在财政上更可持续的道路。但是，我不

愿意通过惩罚辛勤工作的医生们来达此目的。” 

[[参考文献]  当今医学新闻 2010 年 6 月 13 日 

[编译]    张震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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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国家卫生研究院 的 新举措： 

  强化 利益冲突原则 
 

科研离不开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因而不可避免会被经济和

商业利益所纠缠和捆绑，逐渐失去作为自然科学的公正客观性。

而这一情况在美国也是不小的问题，例如许多烟草商和医药公

司“资助”（可读成：收买）科研项目用以证明烟品，药品的

有效无毒，或工业界雇佣科研资源以向国会证明某些举措符合

环保要求。不用说，这类潜规则在中国亦很普遍。可以说是各

国所面临的相同困境。 

 

科研人员如果在财务和利益上和工业界发生关系（这是允许

的），这种关系就会多少影响他作为研究者的公正性，从而损

害公众（作为其科研成果的使用者）的利益。是为利益冲突。 

 

因而科研人员需公开这类关系从而使公众得以判断其科研产品

所受何种利益的影响及程度。此称利益冲突原则，问题是利益

集团在千方百计地掩盖或淡化这类关系，从而威胁公众的利益。 

 

在医疗科研领域影响日重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最

近推出新举措以强化利益冲突原则，规定资助的科研人员必须
进一步披露更多他们同工业界的财务与利益关联。 
 

这一举措部分源于最近国会议员的压力，他们指责一些政府资
助的研究人员不愿意充分申明他们同私营公司间的财务与利益
联系。此变化促成原先复杂的，常常不透明的—学术界、工业
界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趋于清晰。 
 

研究人员需要向他们所属的学术机构报告其研究工作中存在的
利益冲突。NIH 新提议的规则将降低利益冲突界定的资金门槛，
同时要求大学采取措施管理或减少这类的财务与利益冲突。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 ) 医学博士和萨莉-罗基（Sally Rockey）博士在美国医学
会杂志（JAMA）在线发表的社论中提出，“简浅言之，美国民
众不希望财务利益冲突影响到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他们期望
这类研究能够找到更好的手段对抗疾病、改善健康。”  
如果研究人员受到公共健康事业（NIH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的资助，当前规范财务与利益关联申明的规则（可回溯

 

）

15 年之前）将申明利益冲突的责任赋予个体的研究者。 

究者负责界定他或她是否存在任何其它财务关联同 NIH 的利

的规则下，科研人员必须报告同其所有研究关联的财

研究者必须进行全面财务与利益关联申明的资金门槛由$10，

可甄别的利益冲突，该方案应

有披露其财务关联利益的全部内

结提出："为了科研事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迫

研
益相冲突，并被期待向他或她从属的科研院校报告有关的利益
冲突。大学被要求管理、减少、或消除这类冲突并向 NIH 作出
报告。 
 

在新提议
务利益—而不仅仅是那些同 NIH 资助研究项目相冲突的财务利
益。科研院所负责向 NIH 报备与其利益冲突的具体内容，包括
顾问费、差旅补偿、酬金等，并且说明这些冲突如何同该研究
者所承担的由 NIH 资助的科研项目相关联。 

新提议的变化包括： 
 
将
000 美元降低到$5,000 美元。 
 

要求学术机构寻求方案管理所有
包括减少或消除这类冲突的措施。科研院所必须向 NIH 报告其
方案中的关键举措。要求所有由公共健康事业资助的科研机构
建立网页公示其所有主要的财务利益冲突。要求对研究者开展
由公共健康事业资助的科学研究之前进行利益冲突的培训，并
且此后每两年进行再教育。 
 

“如果 NIH 资助的科研人员没
容，大学未能全面管理（财务利益冲突），或者 NIH  疏于监
管整个系统，NIH 的公信力将受到伤害从而对科学的未来产生
深远的影响。” 
 

柯林斯和罗基总
切地需要采取全面的步骤开创财务利益冲突管理的新时代，提
高其清晰度和透明性”。 

 [资料来源]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参考文献]  Collins F, Rockey S "Managing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biomedical research" JAMA 
2010; DOI:10.1001，jama.2010.774.  

[编译] 张震宇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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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处理 医疗事故 
相关法律 的 比较研究  (二) 

刘涓  王朝曦  李昂  宋文质 

三、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庭程序的比较 

医疗事故案件的法庭诉讼程序基本上可
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在法庭上陈述并
通过交叉检验当事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决定哪
些事实对本案有法律上的意义，即确定有法律
效力的证据。 第二步，根据所确定的证据和判
定医疗事故的法律标准，判断被告医务人员是否
负有法律责任。  第三步，根据现有法律对已确定的医
疗事故责任来确定赔偿及惩罚。本篇文章主要集中在比较中美法
庭程序中判定医疗事故的法律标准、医学专家在法庭上的作用及
医学专业知识的应用，和法庭的判案决策程序的设定。 

1. 判定医疗事故的法律标准 

本文作者在前几篇文章里曾经介绍过美国判定医疗事故必
须满足的法律标准有四个，缺一不可：1）医务人员对患者负有医
务职责（Duty of Care）；2）医务人员的行为偏离了所应该遵循
的职业行为标准（Deviation from Standard of Care），即有过失行
为(Negligent Conduct)；3）患者受到了损伤（Damage）；4）过
失行为与患者损伤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Causation）。对于第
三和第四条标准，中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类似的要求。
但对于第一和第二条标准，中国和美国的法律有着很大的差别。
这里我们着重讨论比较前两个标准。 

i． 对医务职责（Duty of Care）规定的比较 

有关医疗职责（医患关系）的法律认定初看起来似乎没
有必要，在通常的概念中医务人员就是有给患者诊断治疗的义
务。确定医患关系看起来多此一举。但是，在多数的与医疗损
伤相关的医患法律诉讼中，患者一方从经济角度考虑多倾向于
选择经济实力较强的医务人员及单位作为被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能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医务人员对患者具有的医疗职责，
患者可以依据其在医疗中受到的某种损伤以各种理由去告任何
相关医务人员、医务人员所在的科室及医院，将医疗事故诉讼
范围任意地扩大，无疑会给法庭以及社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因此，从法律上首先确定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医疗职责
（医患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的法律规定,  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只有建
立起法律所认可的医患关系之后，医务人员

有法律上所认可的责任来诊断以及治疗患
。法律上的医患关系被定义为一种在双方

自愿的条件下达成的关系。也就是：1）医务
人员同意成为患者的医务人员并提供医疗服务，

同时 2）患者接受医务人员的诊治并且付给医务人
医疗服务费用。这种关系和一般的合同关系是非常类似

的。没有建立起法律所认可的医患关系，是不能进行医疗事故
诉讼的。所以，通过双方自愿而形成的医患关系来确定医务人
员的在法律上的职责，对医患双方都具有保护作用。 

才
者

员

或卫生部门作出鉴定之前就会受到医院及科室内部的行政处分。

 法律顾问 

中国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其它法律对确定医
患关系是否应该作为判定医疗事故的前提没有明确的规定。现
有的情况是只要患者交了挂号费，就被认定为建立起医患关系。
医院的医务人员必须接受这个患者而没有权利拒绝给患者提供
医疗服务。如果病人多了，医务人员也不能以保证医疗服务质
量为由拒绝提供服务。而且，医院的医务人员编制目前是由当
地卫生部门统一计划，很难根据各个医院运行情况和患者就诊
数量来变化。当病人多时，医院不能相应地及时增加人员，在
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是否能向每一个患者提供合理质量的医疗
服务就会成为问题。如常见的一、二线大夫下了夜班之后还要
出门诊，一个上午有时要看三四十个病人并不是罕见的。如此
大的工作量很容易导致医疗过失行为的增加及医疗服务的质量
的下降。 

另外，由于缺乏在法律上对医患关系明确的规定，在实
际运作中，医患关系的定义就变得很模糊，可以认为是患者与
医务人员个人、或与医务人员所属科室、或与医院、兼或是与
全部。虽然直接为患者服务的医务人员是医院各科室的雇员，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和科室为回避处理纠纷，可以通过制定内
部的行政管理规定，将很大部分的医疗职责转嫁给医务人员个
人。在发生医疗事故纠纷时，常见的情况是医务人员不仅得不
到所属科室及医院在法律上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法院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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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缺乏有关医务职责（医患关系）的法律规定，使在
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更容易受到伤害，也间接地对患者和医院造
成损失。 

ii． 医疗服务职业行为标准（Standard of Care）的比较 

个问题
就是，

当
事人相

美国法律上应用的医疗服务职业行为标准产生于医疗行
业本身

虽然美国的卫生行政及其它相关部门制定了许多医疗卫
生管理

中国对有关医务人员的职业行为有较多、较详细的规定。
如《医

使用现成的法律、法规条文作为判定医疗过失的职业行
为标准

在明确了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医务职责之后，下一
对该患者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当中所承担职责的范围。

就是说医务人员给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医疗行为）须做到什
么程度才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即医疗服务的职业行为标准。
判定医疗过失行为就是判断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是否偏离了所
应该遵循的医疗服务职业行为标准。在这里，对于行为程度的
判断应该尽量使用客观的、合理的标准，而不是主观的衡量标
准。如果所使用的标准给主观判断留有很大的余地，那么，有
权做判定的人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增加了。另外，所
应用的职业行为标准应该灵活地适应不同患者的具体病情。 

美国法律设立的典型的医疗服务职业行为标准是用与
当的医务人员群体对类似的病例所采取的平均医疗行为

作为参照的标准(Reasonable Standard of Care)。那就是如果在相
同或者类似的病例情况下，一个正常的具有平均判断能力的与
当事人相当的医务人员会采取的医疗行为。这样的职业行为标
准简单、客观、具有很强的参照性和可操作性，与美国的案例
法体制和陪审团判案制度密切匹配，容易形成统一的标准，保
证法律运行的一致性，且能灵活地适应社会和科学的迅速发展。
这种标准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给当事的医患双方提供了均等的
使用医学专家的机制。在法庭上, 代表各方的医学专家围绕同样
的标准提供各自的证据并由法庭进行交叉检验,  终由法庭（陪
审团）判定医务人员的行为是否偏离了职业行为标准。 

。是通过该领域内的领导者，职业期刊的讨论，以及行
业内的网络联系制定产生的。这与管理医务人员的行业行为规
范不同。后者多依赖行政部门来制定。美国至今也没有任何一
个单一的权威（机构）来负责制定法律上所指的医疗服务职业
行为标准。一般的情况是由行业协会或相关的机构将各种评论
意见及数据汇集整理, 逐步形成一种临床上应该遵循的准则。如
果该准则能够被行业内普遍接受，就上升到医疗服务职业行为
标准的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及
医务人员的行为规范。但这些在判定医疗事故案件的法庭上只
能作为检验、确定该案件中所应使用的医疗服务职业行为标准
的参考，而不能直接作为判定是否存在过失行为的法律标准。
这是因为没有两个患者的病情是完全一样的，同时由于医学发

展的局限性，确定给患者的合理的医疗服务是很困难的。因此
判定医疗事故案件中存在过失行为的医疗服务职业行为标准只
能在案件的审理中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而不能以现成的法律条
文的方式来规定。为达到法律运行的一致性，美国的案例法体
制保证了在以前案例中建立的医疗服务职业行为标准可以灵活
地在其它类似的案件中使用。 

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章“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及
1998 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与美国卫
生行政等部门制定的类似，从美国的法律角度分析，这些法律
和法规不应该直接作为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服务职业行为
标准。但是，新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这些法律、法
规在实际功能上直接作为判定医疗过失的行为标准，其第二十
七规定“专家鉴定组依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运用医学科学原理和专业知识，独
立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别和判定。”除此
以外，目前国内没有其它的法律、法规对判定医疗过失的行为
标准进行规定。 

，缺乏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时所需要的灵活性。这是因
为现成的法律、法规不可能涵盖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特别是
对于专业知识更新很快的医疗服务领域。另外，使用现成的条
文，在实际应用当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常常需要对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第
二十七条规定由医学专家组成的鉴定组判定是否有医疗过失及
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损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当医学专家根
据上述条例对医疗纠纷进行鉴定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上述条例
中所引用的其它法律、法规的文字做出适当的解释。这样一来，
医疗专家们就要担当某种程度上的司法解释工作，而这似乎是
由司法机关来做更合适。例如，行政法规所涵盖的内容，医疗
服务职业道德包括那些具体衡量的标准等等。相关的法律、法
规对“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和设定如
何来衡量的标准。而且在法律上也不清楚医务人员是否达到了
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的要求及应由谁来判断，谁将是 后
判定的权威。再如，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是要以各个科室，各个
医院的规章制度为标准还是要以当地卫生行政机关的行政规章
制度来要求呢？如果这几个地方的规定有矛盾的地方要以谁的
为准呢？另外，技术操作规范也可能因为医院不同，地区不同
而有所差异。那么，应该以谁的规范作为判断标准也是一个潜
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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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国内的法律缺乏对判定医疗过失的职业行为标准与管
理医务人员的行业行为规范的区别。后者即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
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等。虽然这两类标准在内容上会有重叠，但是在解决医疗事故纠
纷时却不能用后者的现成条文来直接替代前者判定医疗过失行为。
严格地说，目前国内还没有用于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服务职
业行为标准。因此，用法律解决医疗事故案件时，四个必要的法
律标准的第二个标准（即判定存在医疗过失行为的事实）就很难
建立。这就必然会对案件 终的判决产生负面的影响。 

2. 医学专家在法庭上的作用及医学专业知识的应用 

在医疗事故案件的判决程序中, 关键的是根据医疗职业行为
标准判定医务人员是否有过失行为，以及该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损
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学专家举证和医学专业知识的应用
对法庭完成这些关键的程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医疗事故案件 突出的特点是与医疗服务相关的医学专业
知识在原被告两方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医学是极为复杂的生
命科学，患者身体的病情状况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病情的
发展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医务人员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以
及临床实践，积累的医疗知识和对疾病处理的知识远远多于患者、
双方的律师和法庭。如果没有医学专家的帮助，患者自己将很难
说服法庭认定被告在诊治的过程中有过失行为，也很难说服法庭
其所受到的损伤就是由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医疗事故
案件的独特性决定了它比一般的民事案件在法律诉讼程序上更为
复杂，特别是必不可少的医疗专家举证来帮助法庭理解复杂的医
学专业知识。 

美国法律规定医疗事故案件的法律解决程序中一定要有医
疗专家在法庭上举证。并且规定了审核医学专家证词的法律标准，
即 Daubert 标准（Daubert Standard）。这个标准要求医学专家的
证 词 不 仅 必 须 和 案 情 相 关 ， 而 且 必 须 具 有 科 学 的 可 靠 性

（Scientifically Reliable）。
在考虑科学的可靠性的
时候，法庭通常会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核：1）医学专家举证所依具的技术或理论是否
能够或者已经被他人所检验，这里所考虑的是专家的理论是否经
得起客观的检验；2）医学专家举证所依具的技术或理论是否已经
被同行评审；以及是否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过；3）对医学专家举证
所依具的技术或理论是否有已知的错误率；医学专家举证所依具
的技术或理论是否已经被同行所接受。除以上这几方面的因素之
外，法庭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考虑其它的因素。另外，以
上每个单一因素都不具有决定作用，法庭是要考虑各个因素之后
对医学专家的举证做出一个全面的判断。  

与普通人在医疗事故案件中作证不同，美国法律规定的医
学专家的作用是帮助法庭具体确定医疗职业行为标准，对医务人
员是否有过失行为以及该行为与患者受到的损伤之间是否存在因
果关系提出意见和推论。这些意见和推论，可以不是亲自看到和
听到的事实, 但仍然可以直接被法庭接受并作为关键的证据。如是
普通人作证，一般情况下，只能根据他亲自看到和听到的对所发
生的事实提出证据，但普通人根据相关的医疗职业行为标准提出
的意见和推论则是很难被法庭作为证据所接受。 

国内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医学专家在审理医疗事故案件
中的作用和使用医学专家的标准。同时国内的法律也没有根据医
疗事故案件的独特性，明确规定处理医疗事故案件与其它民事案
件诉讼所不同的法庭程序。在实际情况中，法庭允许当事人自己，
其代理律师，和各自所请的用来证明或辩护医务人员是否有过失
行为的证人在法庭上出庭作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现行
的法律中医学专家的举证并不是必须的。在实际当中，常见的现
象是患者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作证医务人员有过失行为，而患者
的亲戚朋友可以对医学专业知识一无所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患
者在法庭上哭诉所受到的损伤，法官基于对弱者的同情在法庭上
代表患者对被告医务人员进行质询。于是审理过程演变成了法庭
对医务人员的声讨。在没有医学专家出庭举证的情况下，法官经
常根据对弱者（通常是患者）的同情心的多少来断案。在这种情
况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所提倡的使用医学专家参与医疗
事故的调查鉴定完全被忽略。因此法庭判定医疗事故案件的主观
性非常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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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岁男女性功能 障碍 面面观 
 

编者按：本刊读者信箱所受到的信件，竟有相当的比例是询问性功能障碍的
                 问题，尤其是 40 岁以上的读者来信为多，下面为其中的两封来信摘要。 

 
刘先生问： 我今年 46 岁， 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太太才刚过

40 岁，月经已稀少，对性生活也失去以往的性趣。 对于我的

性要求感到厌烦并采取躲避，我们只好分床而睡，这种情况已

经两年多。我几次鼓足勇气劝其就医，她却说我有病，我为此

非常苦恼，希望能给些指导建议。 

吴太太问： 我今年 45 岁，除了月经不太规则以外，没有其它

的不适。性的要求有增无减。老公 47 岁，性的方面也

一如既往很有兴趣，但最近几年常常不能有效

的勃起，或者不能进入，或者早泄。 他为

此很难为情，我们的性生活常常不欢而散

我为此非常苦恼，怕因此影响感情，又

难以启齿，希望能给些指导建议。 

。

。

，

受

医生回答:  
40 岁以上男女存在性功能障碍的情况很

常见，但很少有人以此作为就诊的主诉，

多是在由于其他身体不适就诊时意外发现

性功能障碍实为导致身体其他病症的主因

在 2008 年的一项 40，000 人群调查问卷发现

45%的妇女及 31%的男性受试者报告存在性功

能障碍，高峰年龄为 45-64 岁。是不是 40 岁以上

从生理上性功能就骤减了，作为衰老的一个方面而不能再享

性生活？答案是否定的。这里介绍一下专家的观点。哈佛医学

院妇产科教授，生殖生理学家 Elizabeth Stewart 写的专著

“The V Book” 中指出，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性生

活其实在更年期或绝经后应该达到“最为满意的状态”。她提

到的“特殊情况”包括以下的各项： 

1， 女性 40 岁以后性功能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阴道干燥导致的

性交不适或疼痛。40 岁以后雌激素已有所下降，如果使用

一点小剂量的雌激素软膏，雌激素阴道环，阴道内含化片，

或者用点 K-Y 胶，那么妇女在性交时就不会有不适感，

正性循环就建立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女性性功能低下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精神压力，这就需要相应的心理咨询及

必要时药物治疗。 

2， 男性阳萎在 40 岁以上占 50%，主要原因是患有肥胖，糖

尿病，高血压，以及降糖降压药常可导致男性阳萎。解决

的方案是，可以使用伟哥，真空吸管，阴茎环等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从而改善阳萎。 

3， 美国人群约一半或多或少的患有忧郁症，美国 10%以上成

人服用抗忧郁药物，这些药物大多引起性功能障碍，对于

男女病人都是如此。解决的方案是，试图换药，比如

“Wellbutrin”不同于 SSRIs，可以抗焦虑，抗忧郁，

但不影响性功能。还有，间歇性停药 （Drug Holiday）， 

当然这要与自己的家庭医生商量，不可自行停药。 

4， 对于性生活，性生理知识不足，羞于谈论及与配偶

交流。性生活的全过程包括：性的欲望(Desire)，性

的觉醒(Arousal)，性的平台(Plateau)，性的高

潮( Organism)。很多中年人由于从小的家庭

教育比较保守，性知识及教育又比较贫乏，

出现了问题又不交流或就医，结果双方互相

抱怨，影响了感情，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解决的方案应鼓励夫妇看些性知识书籍，

录像，咨询性心理医生，常常问题不是出

在一方。 

5， 睡眠不足是个很常见的临床主诉，

困扰着成千上万的男女，在 40 岁以上更为

常见。有的是由于生理方面的疾患造成，比

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不宁腿综合征，过

敏性鼻炎或哮喘等。他们多半家庭和工作的压

力都很大，所以患有慢性失眠，焦虑症，抑郁症

比例也很可观。 睡眠不足，则精神不佳，性生活也

就多不正常。 解决的方案是就诊于医生，查出病因然后

对症治疗。正常的情况应该保证每天睡眠 7-9 小时。 

咨 询 门 诊 

6， 对于更年期的适应问题。 女性 40 岁以后就可能开始更年

期的症状了，有的早至 38-39 岁，晚的至 50 岁。症状包

括月经不规整，不明原因的发烧出汗，情绪波动，阴道干

燥或易于炎症，这些都从生理上心理上直接影响到性生活。

男性也有更年期，比女性晚大约 5 年，多从 45 岁开始，

有的白发突然增多，眼睛开始老花，精力自觉下降等征象，

于是急于追求“青春的尾巴”，性的要求超过性的能力，

这种心理压力反而大大影响到性生活。这里要注意的是，

正确认识更年期的生理变化，采取乐观的态度，增加体育

锻炼，保持标准体重，并能体贴对方，迎合其需要，享受

“最为满意的状态”。 

 

[参考资料] webMD及 UpToDate 

[撰稿] 孔学君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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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apentin enacarbil                           可 缓解  

       不宁腿综合征              的 疼 痛 

 

 

许多人知道，Gabapentin enacarbil 是一种 FDA 批准的常
用抗癫痫药物，而用 Gabapentin enacarbil 治疗疼痛，虽
然没有 FDA 适应症，但临床上很常用。临床医生根据病
人的情况用其镇痛，效果甚佳，成为最常用的“Off Label
“（非规范）用药。最近的报道用此药试验性治疗 不宁腿

综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相关的疼痛可以显著性地减
轻症状。注意这个研究是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并在一个学
术会议上做过报道。这些数据和结论在同行评议杂志发表
之前只能看作是一个前期性的工作。研究者报道称，不宁
腿综合征相关的疼痛（据报道达 60%），在应用试验性
Gabapentin enacarbil 复合物三个月之后，显著好转。 
 
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东卡罗莱纳神经病学科的 Lee 医生和
他的同事们分析 Gabapentin enacarbil 三期临床试验数据
发现，不论用药前陈述疼痛的程度如何，用最高剂量
(1,200 mg) Gabapentin enacarbil 的病人，在用药十二周
时，校正平均治疗差值为-0.9。那些在治疗前陈述更大的
疼痛（不宁腿综合征 疼痛评分≥ 4）的病人，在用药十二
周时，呈现出-1.1 的校正平均治疗差值。研究者在睡眠专
业协会年会中报道了这一研究结果。而很多不宁腿综合征 
病人都会有疼痛症状，差不多 20%的病人陈述疼痛是他们
最麻烦的症状，疼痛是导致病人失眠的主要原因。 
 
Gabapentin enacarbil——一种加巴喷丁的非多巴胺前体药
物。在之前被证明可以缓解中度到重度的不宁腿综合征患
者的全身症状。为了看这种药物是否可以特定地缓解疼痛，
Lee 分析了 279 例患者的 Gabapentin enacarbil 三期临床
试验数据。在这个研究中，病人被随机分为 3 组，两实验
组用 Gabapentin enacarbil 剂量为 600 mg 或者 1200 mg，
对照组服用安慰剂，试验持续 12 周。 

治疗前，91%的病人诉有疼痛，其中 57%平均日常疼痛评
分大于或等于 4。600 mg 实验组中的患者缓解疼痛的结果
差不多。所有治疗前诉有疼痛的患者在治疗十二周时校正
平均治疗差值为-0.9，而那些治疗前诉有疼痛评分超过 4
的患者在治疗十二周时校正平均治疗差值为-1.1。1,200 
mg 实验组中，69.1%的患者陈述平均日常疼痛评分下降
30%，600 mg 实验组为 67.6%好转，对照组为 51.6%。
1,200 mg 实验组中，60%患者的不宁腿综合征疼痛评分减
轻一半，对照组为 44.1%。 比较 50%缓解率时，在实验
组和对照组无显著差异。Gabapentin enacarbil 对不宁腿
综合征的全身症状也有益处。 
 
十二周时，1,200 mg 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在国际不宁腿综
合征评分的校正平均治疗差值为−3.5。而且，实验组有更
多的患者被认定符合临床总体印象量表（实验组 77.5%，
对照组为 44.8%）。校正变换系数为 4.3。该药的最常见
的不良反应是眩晕和嗜睡，1,200 mg, 600 mg 和对照组分
别有 24%, 10%, and 5%的患者在用药后出现该眩晕，而
各组中出现嗜睡的比例为 18%, 22%, and 2%。生命体征，
心电图和化验检查无明显变化。研究者得出结论为，
Gabapentin enacarbil 可以有效地缓解疼痛和其他不宁腿
综合征的症状，而且患者完全可以耐受。 
 
[摘 译] 周丽斌 医师  

药物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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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 与疫
苗有关吗？ 

         本刊顾晔博士，孔学君医师 

众所周知，近年自闭症发病率呈直线上升，最新的资料显示美

国自闭症发病率在男孩已达 1%，数字非常惊人，但原因却不

明。在几种不同的病因假说中，自闭症与疫苗的关系引起很多

关注。 

有人认为发病率的增加与“诊断过多”有关。不可否认，随着

对于此病的警觉与认识提高，检出率或诊断率比以前确有增加，

应该说对于发病率的上升起一定作用。但是，绝对的发病增加

也是不争的事实。 

自闭症是一种临床综合征，病因可能各不相同。由于病因不明，

所以存在几种不同的学说。自闭症研究吸引了大批的医学界科

技界专家学者，有人称之为“世纪之谜”。美国政府已投放大

量资金提供研究经费。 

自闭症与疫苗有关吗？对此医学界的纷争已有十年之余，到目

前仍没有定论。不少家长及临床医师观察到，在众多的自闭症

患者中，有一部分属于“迟发型”。而且相当比例的这些迟发

型是在接种 MMR 后出现症状。由此，MMR 疫苗成了研究自

闭症与疫苗关系的一个焦点。 

认为疫苗与自闭症直接相关的科学家早先指出，疫苗中的一种

含汞防腐剂 thimerosal 可能是罪魁祸首。据称，小儿从出生要

接种十几种不同的疫苗，当含汞的防腐剂在体内累积到一定程

度，超出了机体的排毒负荷，小儿就出现自闭症症状。按这个

理论，自闭症就是某种形式的慢性汞中毒。自闭症的患儿的解

毒功能先天不足是其无法应付这附加的毒素负荷。但是，2000
年以后生产的疫苗，去除了 thimerosal 并没有使自闭症的发病

率下降，使这一学说得到很大程度的质疑。美国医学权威组织

CDC 的调查研究否认了这种立论。 

认为疫苗与自闭症直接相关的科学家随后指出疫苗中的微生物

对于自闭症发病有作用，尤其是活病毒疫苗比如 MMR。英国

著名科学家消化科医生 Andrew Wakefield 为此作了大量研究，

他发现了自闭症小儿的胃肠道粘膜存在麻疹病毒，内窥镜检查

发现自闭症小儿胃肠道呈炎症变化。多年来他质疑 MMR 疫苗

对于儿童的伤害，尤其是对于自闭症儿童的直接影响。然而，

英国官方医疗机构也否认了 MMR 疫苗的这种伤害作用及与自

闭症相关的立论。 

最近 SafeMinds 抗议英国 GMC (医学委员会) 对 Andrew 
Wakefield 医学博士的制裁 , 原因正是因为他揭露了

MMR 疫苗造成的伤害, SafeMinds 还呼吁成立有关疫苗

安全的独立机构和举行对政府松懈记录疫苗安全问题的

国会听证会。 

 

 

据证实，Andrew  Wakefield  博士和他的同事 John  Walker‐Smith 
博士将失去他们在英国的行医执照。这就结束了英国医学委员

会有史以来最长的医学审讯。 

作为疫苗安全和循证医学的倡导者，SafeMinds  对这一歪曲正

义的事件表示惋惜。吊销 Wakefield 博士的行医执照并不能解

决儿童继续受到疫苗伤害的现状，因为已经有上千项赔偿需要

“联邦疫苗伤害赔偿项目”来处理，而且用以了解和预防这种伤

害的科学还不成熟。  

Wakefield 博士早在 1998 年就是一个活跃的研究者。他调查了

传染病和脏腑炎症之间的关系。他听取了自闭症患者的父母的

描述，并采取措施调查他们提供的报告。事实上，如果忽视他

们的报告将是真正的错误。可以说，Wakefield 博士是他作为一

个正义的科学家的受害者。如果他没有这么高的声望，他在

1998 年的研究和之后发表的文章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公

共卫生方面的权威曾经把几个流行病学研究联合起来去推翻他

的假设，但都没有直接证据和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去排除

MMR 疫苗对儿童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因此，权威们就利用一

家英国报社记者的报道来诋毁 Wakefield 博士，而这个报社正

是和那些疫苗生产厂家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  

当前，社会对疫苗安全的忧虑已经相当高了。根据“儿科”杂志

最近的报告，一半的家长对疫苗副作用极为担忧，而四分之一

则认为有些疫苗导致了自闭症。Wakefield 博士所发现的一些儿

童在注射疫苗后患了自闭症和严重的胃肠道疾病已经被很多其

他的研究所证实。外界让像 Wakefield 一样的科学家停止发表

言论，等于加重了公众对疫苗安全的忧虑。现在迫切需要国会

给予关注和在 CDC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之外成立独立的疫苗

安检机构，因为 CDC 很显然具有财政和意识形态上的利益冲突，

并且违反了 1986 年发布的“疫苗伤害赔偿法案”对疫苗安全的要

求。  

SafeMinds 认为科学家应该彻查所有关于自闭症成因的假设。

表示赞赏 wakefield 博士无偿的支持科学真理的坚定立场和意愿。

不管怎么说，吊销他的执照是不公正的，也是对他的研究的受

益者的一种伤害。美国今年就会有大约四万儿童将被诊断为自

闭症，这一事实就强调了Wakefield 博士研究的紧迫性。  

SafeMinds 是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调查婴幼儿从医疗产品中

接触到汞的风险，  并且提高人们对此的危险意识。被调查的产

品包括上述的疫苗中使用的防腐剂（含汞的防腐剂）

thimerosal。  SafeMind 认为，即使 2000 年后的疫苗撤除了含

汞防腐剂，汞的环境污染导致的慢性汞中毒对自闭症的成因仍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汞环境污染严重的区域，其自闭症的

发病率也有相应比例的增加。 

疫苗的副作用以及与自闭症的关联，虽然有不少临床线索及迹

象，但是目前为止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儿童在接种疫苗

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权衡利弊后再行考虑。对于 MMR
疫苗，现在的建议是尽量避免三联疫苗同时接种，而是分成单

项疫苗先后接种。不必要的疫苗尽量不予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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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糖饮料 可导致 高血压 

根据 New Orleans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中心 Liwei Chen 

博士和其同事在美国成年人中的调查显示，那些减少日常含糖
饮料摄入的人们，经 18 个月的研究随访，在收缩压和舒张压
上，均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下降（P<0.0001）。研究表明，伴
随着含糖软饮料的减少饮用，人的血压也随之降低。 

Chen 和其同事指出，平均来说，美国成年人每天将会消耗 2.8

液盎司的含糖饮料，或是 2.3 液盎司饮料在饮食中。但是，对
于长期食用这种饮料对血压的影响，并没有相关的研究。 

为了揭示这种关系，研究者进行了一项针对饮食行为的名为
PREMIER 的随机性实验，分析了 810 名参加了这项实验的饮食
与血压的相关性。 

作为实验的一部分，以 3，6，12 和 18 个月为随访周期，测量
了参与者的血压。同时在这些时间段，他们也被询问并记录了
包括软饮料在内的饮食摄入情况。 

研究发现平均每天摄入 10.5 液盎司含糖饮料和在日常饮食中
11.2 液盎司饮料的参与者，显示了为 134.9/84.8 毫米汞柱的血
压。 

不出意料的是，那些每天摄入相当多的含糖饮料的人，拥有更
重的体重和更大的腰围。所有有意义的数据满足 P<0.0001 具统
计学意义。 

通过调查研究，参与者在 6 个月中平均每天的饮食中饮料消耗
减少了 2.3 液盎司，但是在 18 个月的随访中，却增加了 1.5 液
盎司。 

在 6 个月的随访中，收缩压平均下降 9.8 毫米汞柱，而在 18 个
月中为 8.2 毫米汞柱。而对于舒张压，对应的下降了 5.4 毫米
汞柱。 

考虑综合系列因素，其中包括性别、种族、家族高血压病史、
年龄和体重的研究中显示，每天少一次的含糖饮料摄入，将会
导致 1.8毫米汞柱的收缩压下降。 

对应的，在舒张压中有 1.1 毫米汞柱的下降。这两种变化都是
达 P<0.0001，有统计学意义。 

如果考虑体重的增加，将会导致 0.7 毫米汞柱的收缩压下降和
0.4毫米汞柱的舒张压下降。 

研究者指出，这项实验研究是具有前瞻性和随机性的，所有的
分析都是观测性的，并且无法找出合理性的联系。他们也表明，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随机性对照组实验。 

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如果这种观察结果被证实，因为其预计
了 3 毫米汞柱的收缩压下降，将会导致心脏病死亡率 8%的下

降和冠状心脏病死亡率 5%的下降，这对于公共医疗是十分重要
的。所以他们指出，如果每天减少两次含糖饮料的摄入，其临
床效果是很可观的。这项研究由 NIH基金赞助。 

[参考资料] MedPage Today，2010年 5月 24日 

 [摘译] 容榕 医师 

 
 

果糖 增加 高血压 

在美国，果汁类软饮料非常受欢迎。人们一般认为果糖不像蔗
糖， 对身体并没有害处，不会增加血糖，连糖尿病患者这方面
都有一定的自由度。最近美国肾病学会杂志发表的文献表明果
糖可以增加高血压。该研究指出，每天饮用 2.5 个果汁类软饮
料，可以使收缩压增加；每天饮用 74 克以上，血压增加 26‐77%

不等。果糖增加血压的机制是，它可以增加尿酸，减少内皮细
胞的 NO 氧化氮合成酶系统；增加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并直接
刺激胃肠道对于钠的吸收，导致水钠储留，从而使血压上升。 

[参考文献]  J Am Soc Nephrol 2010; DOI:10,1681 

[摘译]  王晓春 博士   

 

什么是 DASH 食谱？为什么
DASH 食谱有利于降低高血压？ 

DASH 食谱是“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的英文
字母缩写。研究表明，严格遵守 DASH 食谱，两周内就可以降
低血压。那么，DASH 食谱的内容是什么呢？具体地讲，
DASH 食谱限制钠摄入每天 2400 毫克（大约 1 匙），等身体
适应后降为 1500毫克（约 2/3匙），这包括所有的食盐量，即
做饭时放的盐和饭桌上加的盐的总合。除了对于盐的限制外， 

 

DASH 食谱还包括以下内容： 

中饭及晚饭加一份蔬菜，一份水果 

如果平时食用奶油，只加一半 

饮用脱脂奶制品一日三次 

限制肉类，一天 < 6盎司 

饮食健康 

饮食中增加蔬菜，米饭，干豆类 

零食类应食用无盐的坚果，葡萄干，脱脂酸奶，或生吃蔬菜比
如西红柿，胡萝卜等。不吃含盐的土豆片或饼干类 

限定甜食一周不多于 5份 

不吃腌制食品或罐头食品，通常含盐过多而增加血压 
 

[供稿] 孔学君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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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痤疮 
哈佛大学医学院以色列医院内科 丁倩玮 NP 

健康指南 

 

 

痤疮是发生在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皮肤病，发生的因素多

种多样，但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毛孔堵塞。毛孔堵塞以后，毛

囊里面的油脂排不出来，越积越多就形成一个个小痘痘，青

春痘就是这样发生的。不太严重的青春痘通常都能看到一个

白色或者黑色的顶，这就是白头粉刺与黑头粉刺，你也可以

挤出一些白色的分泌物，这就是堆积在毛孔里面的油脂，并

非脏的东西。只要毛孔不堵塞，痘痘就不会轻易冒出来。粉

刺痤疮的形成一般都是由于内分泌失调所引起的，这种粉刺

痤疮可以用一些专业的药物进行调理。 

 

痤疮成形的原因 
一、喜欢洗脸，一天洗超过 2 次以上的脸（过度洗脸刺激皮

肤分泌更多油脂）。 二、流汗后或洗脸后，没有随手擦干

脸的习惯（弱碱性的汗水有利于细菌繁殖，中性的水质会稀

释皮脂膜的酸度，让抵抗外菌侵入的能力减弱）。  三、

习惯摸摸脸，摸摸头发或是有用手托腮的习惯（手上的污垢

经常会因此沾到脸上而产生青春痘）。   四、爱吃肉、

油炸食物、甜点，不爱吃青菜水果（吃肉不吃蔬果会使消化

系统不正常，体内毒素堆积）。  

五、喜欢吃速食、泡面当宵夜（容易造成便秘，诱发青春痘、

痤疮）。  

六、常超过 12 点后才就寝（造成内分泌紊乱，让皮脂腺过

度分泌）。   

七、没有定期更换寝具的习惯（细菌丛生引发痤疮）。  

八、很少喝水（肌肤缺水自然会刺激毛孔排出油脂）。  

 

痤疮在家里应该采取的护肤措施 
1.饮食方面： 

少吃辛辣食物（如辣椒、葱、蒜等），少吃油腻食物（如动

物油、植物油等），少吃甜食（如糖类、咖啡类），少吃

“发物”（如羊肉等），适当吃凉性蔬菜、水果。 生活方

面：不吸烟，不喝酒及浓茶等。   

 

2.化妆品： 
避免使用油性或粉质化妆品，酌情使用水质护扶品，尤忌浓

妆。睡前应彻底清除当天的化妆品，并避免睡前涂抹营养

霜、药膏等，使夜间的皮肤轻松、畅通，充分呼吸。 3.避

免用手经常触摸已长出的粉刺或用头发及粉底霜极力掩盖皮

疹，尤其要克服用手乱挤乱压粉刺的不良习惯，因为手上的

细菌和头发上的赃物极易感染皮肤，加重粉刺，而乱挤乱压

可致永久的凹陷性疤痕。  

西医治疗方法  
1.内服的药物   主要是抗生素，以抗菌消炎为主，如强力霉

素。口服：１次１00ｇ，１日２次。多见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

如恶心、呕吐、腹泻等，饭后服药可减轻。强力霉素不建议使

用于怀孕及成长孩童，以避免孩童牙齿变黄及骨骼生长迟缓。 

2. 维 A 酸类药物治疗(Retin-A) 维 A 酸类药物治疗痤疮可

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痤疮发病的 4 个主要环节：抑制皮脂腺功

能；抗毛囊皮脂导管角化；抑制毛囊皮脂导管内微生物的生

长；抑制炎症。所以，维 A 酸类药物是治疗痤疮最为有效的

药物种类之一。口服维 A 酸的副作用常与剂量大小、用药时

间长短有关。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皮肤红斑、干燥、痘痒、脱

屑，粘膜干燥、唇炎、毛发脱落、毛囊炎等。其次，长期大

量服用维 A 酸类药物后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副作用，表现

为严重头痛、眩晕、戒酒样反应及假性脑肿瘤症状或发生抑

郁症、性格改变及听力减退等。此类药物的另一个较为严重

的副作用就是具有胚胎毒性和致畸胎性，孕妇在服药期间约

有 1／3 发生自发性流产或畸形胎儿，故服用此类药物的女

性在治疗前、治疗中及停药后短期内，均不宜妊娠。此外，

口服维 A 酸类药物还可能引起高血脂、高血糖、肝功能异常、

血细胞减少、骨筋肌疼痛、骨锰闭锁及恶心呕吐等症状。 

 

食疗药方 
绿豆薏苡仁汤 绿豆、薏苡仁各 25 克、山楂 10 克，洗净，

加清水 500 克，泡 30 分钟后煮开，沸几分钟后即停火，不

要揭盖，焖 15 分钟即可，当茶饮。每天 3-5 次，适用于油

性皮肤。 

 

海带绿豆汤 海带、绿豆各 15 克、甜杏仁 9 克、玫瑰花 6 克，

红糖适量。将玫瑰花用布包好，与各药同煮后，去玫瑰花，

加红糖食用。每日 1 剂，连用 30 日。   

 

水果祛痘资料 
西红柿汁：  

每日喝 1 杯西红柿汁或经常吃西红柿，对防治雀斑有较好的

作用。因为西红柿中含丰富的维生素 C，被誉为“维生素 C

的仓库”。维生素 C 可抑制皮肤内酪氨酸酶的活性，有效减

少黑色素的形成，从而使皮肤白嫩，黑斑消退。  

 

柠檬冰糖汁：  

将柠檬搅汁，加冰糖适量饮用。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常饮柠檬汁，不仅可以白嫩皮肤，防止皮肤血管老化，消除

面部色素斑，而且还具有防治动脉硬化的作用。  

苹果：把新鲜苹果用搅拌机搅拌成浆状，涂在脸上 30 分钟，

用盐水洗掉，不仅会感觉很清爽，而且可以使皮肤白嫩。坚

持一个月，可以有效祛除雀斑和青春痘。   

芦荟蛋白：将芦荟果肉与蛋白、蜜糖混合在一起自制面膜，

可以有效祛除青春痘。因为芦荟有消炎镇定的功能，蛋白可

以清热解毒，而蜜糖中的维他命、葡萄糖、果糖则能滋润美

白肌肤，并有杀菌、消毒、加速伤口愈合的作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7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37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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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湾油井泄漏 以及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本刊王晓春博士，孔学君医师 

环球医学 

 

发生于今年 4 月 22 日的墨西哥湾油井爆炸事故及油井泄漏迄今
已经两个多月，该油井的东家、英国 BP 公司称，为控制本次数
十年来罕见的泄露事故，该公司每天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总额
已突破 30 亿美元。在爆炸中有 11 名工人在爆炸中失踪，据信已
死亡。由于漏油点位于深达 1600 米的海底，“堵漏”工作无法有效
开展。    这架于 2001 年由韩国现代集团建造的耗资 6 亿多美元
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普拉克明县东南 84 公
里处。它长 121 米，宽 78 米，几乎有两个足球场大小，最多可
容纳 130 名工人作业，钻探深度达 9144 米，为全球最先进的钻
井平台之一。操作不当而引起的爆炸等导致了巨型的泄漏管道，
其大小相当于 3 个半足球场，每天将泄出 2 千万加仑的原油污染
海水。救援人员表示，虽然上述  产生的海面油污厚度很小，但
总量太大(每天超过 19 万升原油喷涌而出)仍然可能对墨西哥湾沿
岸的各类海洋生物产生严重影响。此外，大风天气可能加速污染
物沿着洋流不断扩散。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发生在 1989 年 3 月，当时，美国
埃克森公司“瓦尔德斯”号油轮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搁浅，导
致大约 4160 万升原油泄漏，当地遭到严重污染，鲑鱼和鲱鱼资
源近于灭绝，几十家企业破产或濒于倒闭。 
 

奥巴马已将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威胁上升到 911 的高度，这让 911
后美国的最坚强盟友英国大感不快，认为总统言过其实，甚至有
政治错误。但不看政治单从生态学角度看该事件对美国的影响直
至人类健康的威胁，漏油事件当然远超前者。 
 

油是半挥发的，可以升腾到空气中而处在人类的呼吸空气层。含
有油的小滴随着空气被吸入人们的肺中，可能造成肺的损伤，引
致呼吸困难。在墨西哥湾沿岸的居民，闻到空气中的油味，出现
恶 心 ， 呕 吐 ， 头 痛 及 呼 吸 困 难 ， 并 不 让 人 吃 惊 。 油 中 含 有
petroleum hydrocarbons 是一种毒性物质。对于皮肤及呼吸道都
有相当的刺激作用。油中还有一种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叫做

VOCs。可以引起恶心，呕吐，头痛等急性病症，长期接触则有
致癌作用。VOCs 可以引起妊娠妇女流产，孕妇应尽可能离开污
染区。对于已有呼吸道疾患的病者，他们更经不起再承受更多的
吸入损伤，也应撤离污染区。 
 
目前，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正在进行空气监测。有关人士应经常
查询其网站以获相关信息。另外，清洁工人的健康状况需要注意。
据悉，大批渔民临时被雇为清洁工，他们并没有相应的训练。清
洁时应重点保护呼吸道，应一律戴上标准的防护面罩，防止吸入
性肺损伤；另外，应戴不通透性的工作手套。化学物质可以伤到
皮肤，还可以直接从皮肤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和骨骼，而引起进
一步的损害。 
 
漏油事件的主要影响包括： 
漏油事件严重影响着海洋生态学。经测知，附近海水含氧量已经
低于正常，从海底至海面均是如此。这是由于消化漏油的细菌的
活动增加，进而影响到海生食物链及沿岸居民的健康，对此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 
 
漏油事件对于生物及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应引起高度重视。
切实做好各项预防措施。抓紧清理漏油，使造成的损伤减至最低。
资料显示，加拿大纽芬兰省曾采用“放火”的办法清理海面上泄漏
的石油。美国官员称，虽然燃烧石油产生的空气污染将令环境受
到影响，但此类可控燃烧的风险远比钻井平台爆炸起火产生的危
害小得多。美国海岸警卫队将海面的油污用特制快艇“驱赶”到一
处僻静之处予以点燃。在整个过程中，大块油污将被分成若干小
块分别予以点燃。据悉，本次点火行动处于“小规模”和“可控”状态。
每次点火燃烧行动将持续一个小时左右，而且期间不会让岸上的
居民发现烟火。BP 公司表示，在点燃泄露原油的同时，一架远
程遥控的抽水机正在水下作业，希望能通过压力改变堵住漏油点，
并打算在事故油井边另钻井，以放缓石油上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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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真苦恼，治疗有良方 

 

最近的调查研究表明对于失眠，医生们倾向

于首选用药物治疗，而不是推荐有效的非药物疗法 

最近的研究表明对于失眠，医生倾向于用药物治疗，而不

是推荐非药物疗法。几乎四分之三参加问卷调查的医生表

示对于失眠他们首先会开处方药治疗。该调查作者-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的 Meghan Rieu-

Werden 和同事们在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会议上报告了他们

的研究结果。 

 

目前很多治疗指导方针建议对于失眠，不管是由于医学原

因还是心理原因，应先采取非药物治疗：例如认知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放松疗法，减压疗法，睡眠卫生教育。这

些疗法都是很有效的非药物疗法。其中睡眠卫生教育尤其

有效，Meghan Rieu-Werden 如是说。睡眠卫生包括每

天按时睡觉，按时起床；限制调整每天摄入的咖啡因及酒

精含量；规律进行体育锻炼；调整锻炼时间；适当进行放

松。没有参与该项研究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的 Don Hilty 医生说：“这些虽然都是常识，但是

病人们需要医生的提醒。” 

 

为了找出医生治疗失眠方法的差异，研究者们调查了500

个参加某精神药物学课程的医疗工作者，其中40.2%为心

所有人对一个假想病人进行诊断并提供治疗方案。该病人

有严重抑郁症状，在未来三个月里将进行三次治疗。 

Rieu-Werden 说他们主要研究这些人对于失眠的治疗。

这项研究表明大部分人（73.19%）选择药物治疗，其中

包 括 催 眠 药 物 ， 例 如  eszopiclone (Lunesta) 和

zolpidem (Ambien)。只有2.22%的人选择非药物作为

首要治疗方案。约四分之一的人(24.6%)选择药物和非药

物治疗结合的方案。其他非药物治疗包括使用褪黑激素和

光盒疗法。 

 

研究者表明参

理医生，9.4%为非心理学医生，18.8%为护士，5%为其

他不具备开处方资格人员，另外26.6%不能确定其身份。

加这项研究的医疗人员也许忽略了睡眠卫生

疗，因为该“病人”服用抗抑郁药物后失眠症状反而加

医生和其他家庭医生

该多了解非药物治疗或者尝试药物和非药物结合疗法。”

源] 
rden ML, et al. Underutilization of nonpharmacologic interventions 

y healthcare providers.  APA. 2010; Abstract NR2-59. 

治

重,说明失眠症状可能由这些药物引起， Rieu-Werden

如是说。她还指出，这项研究可能有一定偏差，因为所有

参与人员都在参加一个精神药物学的课程，但是她仍认为

大部分医疗人员在治疗失眠时还是首选药物治疗，即使治

疗指导手册推荐非药物治疗。她坚持医疗工作者应多参加

介绍失眠非药物治疗的教育课程。  

 

Hilty同意她的说法，他说：“心理

应

他同时也指出提高睡眠卫生虽然值得推荐，但治疗长期失

眠需要进行认知行为疗法或认知疗法等更有效的方法。

Rieu-Werden 建议进行更多关于失眠的诊断和治疗的研

究。 

 

[文章来
Rieu-We

for insomnia b

[摘译] 陈娟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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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特 讯 
              

 

  齐心协力 提高亚裔健康水平 
- 孔学君医师谈美国亚裔健康的诸多问题 

 

二十年前，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名北京大学医学部）刚刚做完内科住院总医师的我，随着浩浩荡荡的出国大
军来到美国波士顿。先是在实验室做了几年分子生物学研究，后来就考取了行医执照，在波士顿一呆就是二十年。十几年
在美的临床生涯，接诊的病人成千上万，包括了各个种族的患者。 可能因为是亚裔医生，亚裔病人占了相当比例。也因
为是亚裔医生，所以对于亚裔群体的一些发病特点及健康问题有更多的体会和经验。 

就中国病人讲，我的病人有老一代来自台湾香港的移民，有新一代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有从福建沿海飘流过来的偷渡客，
也有短期造访的中国各地学者或探亲老人。新移民的情况与其他种族有些共性，但亚裔由于语系差别大，适应上所面临的
困难更大。众多的亚裔新移民， 也像其他种族移民，满怀淘金或镀金的梦想，来到这片新大陆开拓自己的人生。他们靠
自己的学识或者双手勤奋的工作，加倍的努力，很多人成了专家，企业家，中产阶级或百万富翁。还有很多人把子女培养
成了名牌大学的姣姣者并进入美国上层社会。但是他们很多人却成了工作的奴隶，不注意自己的健康。 几年不看医生，
小病自己“抗过去”，从不体检的人士大有人在。很多人在自己的领域是绝对的专家，但对于基本的健康预防知识却近乎“文
盲”，来美多年了还对美国的医疗体系甚不了解。社区里不时传出英年早逝的悲剧，作为医生亲眼所见更是数不胜数，令
人震撼。本人亲自经管的就有三例 40 岁左右的肝癌患者，一查出来就是晚期，都在三个月左右离世。他们都是事业很成
功的人士，有的知道自己是乙肝携带者，但多年不就医，不诊治。等有了症状就晚期了。记得有一位是个很有建树的学者，
刚刚买了房子，诊断时才新婚生子，英年早逝真是令人心痛惋惜。时下乙肝病毒其实有很多治疗，乙肝携带者也有常规的
监测定则，可惜他太忙了，从来没抽出时间像研究他的专业一样研究研究自己的疾病。记得他来美 10 多年从没有看过医
生，生病时还是一个朋友介绍到我的诊所。还有一位女教授，几年前查出很高的胆固醇，给她开了药令其定期复查。但是
她很快自行停了药，几年也不来检查。有一天在工作时突然倒地而去，死于中风。如果她的胆固醇得以有效控制，结局可
能完全不同。她走得时候才 49 岁。最近两位 40 多岁的朋友 10 多年从没修过一天病假，事业上正值顶峰，不幸查出晚期
胃癌，出现症状也不过 1-2 个月。这些触目惊心的实例，不断地向我们敲着警钟。 作为一名同是新移民的亚裔医生，我
身同感受。发自内心地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深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和其他的亚裔医生一样，理应利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以及中国的和美国的双重临床经验，帮助我们的同胞增加防病治病的健康知识，深刻了解我们亚裔人群的发病特点
及热点问题，呼吁全社会重视亚裔健康，行之有效的提高亚裔社区的整体健康素质，避免不必要的悲剧发生。不论是组织
讲座，义诊，普查，还是筹办期刊，咨询，论坛，十几年来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然任重而道远。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亚裔人群在美国共一千万，占总人口 3.6%，近年呈现上升趋势，现接近 5%。比起其他种族，亚裔人
群，亚裔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总的来讲，其健康体检及癌症过筛检查率与其他种族相比属于最低。这里有语言的障碍，
更有文化的差异。 亚裔人群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一百万之多。那么，亚裔人群的发病情况有哪些特点呢？在美国的
总体死亡率第一位是心血管疾患，而在亚裔人群癌症仍为死因第一位。其中肝癌，胃癌，子宫颈癌不成比例的高于其他种
族人群。特别指出的是，乙肝携带者在中国人群中占 15%，这是造成肝癌高发的主要原因。亚裔的第二大死因是心血管疾
患，随着亚裔的西化其发病呈上升趋势。亚裔的结核病仍不成比例地高于其他种族人群。从病因学上看，通常基因与环境
因素的相互作用起着很大作用。高发的癌症有基因的问题，也有饮食习惯的问题，传播方式的问题。癌症总体上是多基因
疾患，有些基因已经发现，尤其是一些家族性癌瘤类型。关于心血管病在亚裔的上升趋势，亚裔移民后生活习惯的西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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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接相关。美国的饮食特点是较多的脂肪类，肉类，加工食品；动物蛋白比正常高三倍；早餐少，中餐快，晚餐大。甜
食多，蔬菜少。美国的饮食远远不如亚洲的饮食健康。随着亚裔人群生活习惯的西化，除了心血管病，糖尿病，代谢病，
高血压也随之增加。有一点需要指出，亚裔人群对于脂肪的耐受比西方人要差得多。西方人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为 25

正常，而亚裔则为 23 正常。亚裔人群并不用像美国人那么胖就已经有脂肪肝或者代谢病了，因而对于体重的要求就应更
严格。同样由于基因的不同，亚裔人群肝脏的药物代谢对于药物的反应也很有特点。比如亚裔人群在使用 beta 阻断剂降
压时需要的剂量比美国人要低得多。我们要了解并深入研究这些特点， 才能有的放矢，更好的为我们的社区服务。 

[撰文] 哈佛大学医学院以色列医院内科 孔学君 医师 

 

   

 

  群英汇集波城   聚焦亚裔健康 
会纪实（一） 

 
10年6月12日，美中医学交流协会 （ACMES）在位于波士顿查尔斯河畔的Holiday Inn at Beacon Hill隆重举行了

执

邀

。 莫先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亚裔健康教育推广盛

20

首届为倡导及推动亚裔健康教育为主题的医学讲座以及慈善募捐暨时装表演的盛会，两百余名在新英仑地区工作的医生，

护士，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及几十位政界，商界，法界代表应邀出席。本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唤起华人社区对医学健康教

育的关注和支持。倡导全体华人团结一致，奉献爱心，参与并支持美中医学交流协会所扶持的中英文杂志 （北美医学与

健康）以及设立的国际医师培训项目(IMD)和其它教育项目，计划在今后的5年内在美国一流医院培训1000名中国二三线

城市的骨干医师，推动中美医学实质性项目交流， 同时进一步促进华人社区医学健康教育的和谐发展。下午

的医学讲座， 来自马里兰肝炎项目负责人内科 专家李家裘医师和加州大学Irvine 分校的肝病科主任

胡克勤教授分别作了关于乙肝的专科讲座涉及乙 肝的早期预防，诊治原则，以及在孕妇和育龄妇女的

一 些 特 殊 问 题 ； 来 自 亚 特 兰 大 Emory University的心脏病专家Nanette K. Wenger 教授

作了关于冠心病早期防治的专科讲座。 与会者 一致认为这些讲座深入浅出，助益非浅。会后听众涌

跃提问，讨论热烈。大家都认识到亚裔人群的发 病有其特点，应引起医疗界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切实提高我们的整体健康水平。晚宴席间，大会 行委员会主席刘昭医师及美中医学交流协会会长孔

学君医师分别致开幕词。专程从华盛顿赶来的特 贵宾，前美国劳工部首席财务官莫天成（Samuel 

Mok） 先生进行了关于医疗体制与中国的主题演讲 生就中国健康医疗体系的讲演解析了目前中国医疗体

系的不足之处，肯定了美中医学交流协会为提高中国医疗水平和国际接轨的努力，并就协会今后的努力方向提出了深刻积

极的建议。 莫先生的演讲高屋建瓴，深刻而生动，受到听众多次热烈的掌声。在之后长达一个小时的时装表演中，模特

们先后展示了中国传统服装旗袍，唐装以及美国流行服装，再配以中国传统乐器二胡，琵琶，扬琴等的伴奏，让整个活动

达到高潮。与整个活动同时举行的还有现场拍卖中国传统字画工艺品，大家积极踊跃倾囊相助，现场气氛极其融洽。会后，

许多参加者认为这次活动规模宏大，组织完美，宗旨明确，圆满成功，而且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并希望今后美中医学交

流协会可以更多的举行类似活动，为提高亚裔人群医疗保健质量和健康教育水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武世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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