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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医学与健康”是针对北美及全球华裔人群的大众医学科普中文期刊。本刊已由美国国会图书馆

收藏，国际标准书号ＩＳＳＮ１９４４－０９３６（印刷版）ＩＳＳＮ１９４４－０９４４（电子版）。

自2008年六月建刊以来， “北美医学与健康”第三十期又与大家见面了!  我们编辑部的同事们被

众多的反馈所感动和激励,从深切的期盼到热烈的鼓舞。我们真实感到,北美医学与健康正在成为大家

的健康之友,医患之桥。如学友们所知，“北美医学与健康”编辑部由在北美行医多年的华人医生和

医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所组成，其编委会成员大多是在哈佛及其它著名的美国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任

教的临床讲师或教授。本刊的主要宗旨是以美国现代实证医学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为基

础，向北美乃及全球华裔人群包括中国民众介绍北美医学进展，最新健康理念及保健知识，以增进中

美医学交流及中西医结合，提高华裔人群的健康水平。在科学性的前提下力求实用性及趣味性。本刊

为大众医学科普双月刊，在波士顿出版，发行至北美地区各大城市的医院，诊所，护理院，图书馆，

中文学校等，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相关部门，医院及医学院校。电子版登载在本刊网站，欢迎

登陆下载阅读并请讨论留言。本期刊的主要栏目包括：医学新闻，医学进展，医学人物，医疗体系，

医学教育，病例讨论，法律顾问，预防医学， 健康饮食，减肥美容，心理卫生，保健常识，养生之

道，咨询门诊，药物讯息，环球医学，每期特讯，专题讲座， 

分类广告，并不定期举办医学知识竞赛及有奖征文活动，让您和您的孩子们也在娱乐中和我们分享与

互动。关于投稿及广告的要求祥见网站细则。 

 

我们所呈献给你们的“北美医学与健康”，凝聚了诸多华人医生及医学科学家回馈同胞服务社区的多

年夙愿，以及编辑部全体成员的数月心血。我们殷切的盼望着各位读者的热情反馈和慷慨献计。我们

深信，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将“北美医学与健康”真正办成华裔社区及中国同胞的健康顾问及良师

益友。 

 

                        “北美医学与健康” 编辑部  

                               2013 年4月  

 

 

 

 

 

 

 

 

 

 

 

 

网址：www.najmh.org;   联系：editor@najmh.org or  info@acmes.net  电话：781-791-5066  传真；781-685-4601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如需转载请来信通知。注意： 本刊所提供的医学建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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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爆炸事件将造成众多听力损失 
 

赵京雁博士 

 
爱国者日是在 4 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标志着美国革命战争的第一

个战役的纪念日。这也是每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赛的日期。但就

在这一天，靠近马拉松终点处炸弹爆炸震动了整个城市。据

新的报道，马拉松爆炸案处 3 人死亡外，受伤人数已由 初的

180 多人，增至 264 人， 而有十多人接受了截肢手术。另外，

当时数百人就在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的地点附近，很多人因为

耳部严重受伤在当地医院接受了治疗。听力专家说，尽管还有

很多人虽然没有立刻寻求医疗帮助， 但他们可能会经受耳部

听力损失或耳鸣 （tinnitus）的痛苦。 

 

塔夫茨医学中心的资深听力学家苏珊麦当劳说：塔夫茨医疗中

心已治疗了一些治疗耳膜穿孔和神经损伤入院的病人， 预计

接下来陆续会看到程度较轻的听力问题的患者来就诊。 而周

二和周三也有一些患者因为听力问题，以及非紧急的弹片伤口，

到布里格姆和妇女医院就医。医院发言人说，所有患者已经出

院。爆炸的高能量的声波可以通过破坏神经细胞或撕裂分隔外

耳和中耳的精细的耳膜组织而造成听力损伤。已经治疗了至少

十几例病人的麻省眼耳医院的耳科医生艾丽西亚克内尔说：

“很多我们在治疗的听力损失的病人正好在爆炸点附近， 但

较轻程度的耳部损伤可能会发生在那些在离爆炸点 100 英尺或

更远的地方的人身上。” 

 

2004 芬兰的一项研究某商场爆炸与听力损伤的报导发现，任何

在爆炸点附近 230 英尺内的人都可能受到某种程度的耳部损伤， 

而报告中的爆炸物是否和波士顿爆炸物的大小类似不得而知。

麻省眼耳医院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提醒靠近爆炸点的人们，

如发现有任何耳膜撕裂的征兆都应及时求医。这些症状包括耳

朵流血或其他液体，听力减退，头晕，面部下垂等。耳膜上的

小孔通常会自行愈合，但有较大穿孔的人可能需要通过手术恢

复听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导致永久性听力损失可以因为巨大

的声音造成，但通常更常见的是较长时间接触噪音的结果。有

些患者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不可逆的神经性的耳聋，可能会需

要使用助听器。由于伤情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

改善，多大程度的患者是永久性的损伤在一段时间将不得而知。 

 

英国的一项研究调查了 12 名在 1992 年在伦敦桥炸弹爆炸事件

中耳部受伤的患者，发现 3 名耳膜破损的患者在 3 年后仍然还

有的听力受损的迹象。耳鸣可与其他类型的损伤一起发生，或

单独出现。许多患者描述耳鸣为一个持续的脉搏跳动，呼呼声，

或高音。耳鸣被认为是内耳检测声音的毛细胞受损而导致，且

众所周是会经常发生于靠近炸弹爆炸点的人。芬兰研究人员发

现，在商场爆炸后接受耳伤治疗的 29 例患者中的三分之二有

耳鸣的现象， 且很多也有听力损失，耳痛和声音失真的症状。

而在英国爆炸事件中 9 名耳膜没有受伤但有耳鸣现象的患者中，

7 名发现耳鸣现象在四个星期内消失了。虽然巨大的爆炸声造

成的耳鸣通常是暂时的，但它有时可以持续数周，数月，甚至

几年,且不能治愈。克内尔说：“类固醇药物是一种可能的治

疗方式，但它是有争议的，因为对这类药物是否真正有用的研

究是互相矛盾的。”有些患者尝试用白噪声机或音乐来分散大

脑的对耳内声音的注意力。 

 

根据美国耳鸣协会（American 

Tinnitus Association）， 助听

器和放松疗法也可能有一些帮助。

“这些的马拉松爆炸附近的人如

出现耳鸣的现象，如果没有其他症状，并不一定需要治疗”，

克内尔说， “但如果是发现严重的听力损失，应立即去看医

生，如耳鸣不太严重，并似乎逐渐好转，我会给它几天时间看

看是否能自愈。”波士顿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但本地高效的医疗救治将可能的伤亡数大大降低。 针对爆炸

会造成的听力损伤， 很多听力学机构和医院提供了各种咨询

和提示。希望有需要者都能及时就医咨询。 

 

本文编译自： 
Many near bomb blast may have hearing loss。 

http://www.bostonglobe.com/lifestyle/health-

wellness/2013/04/17/ringing-ears-many-who-heard-bomb-blast-

may-now-have-tinnitus/WxD5yTMKluNoeHITSAYcgP/story.html 

 
医学要闻 

 
杨薇 医师，麻州 Beverly 医院内科 

 
1, 2013 年 1 月 31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

现，用粪移植治疗难辨梭状芽孢杆菌反复感染，比单用万古霉

素及万古霉素加肠道灌洗治愈率高得多 (N Engl J Med 2013 
Jan 31;368:407)。 
 
2, 2013 年 1 月 17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两项研究结果发现，在

艾滋病毒感染后极早开始抗逆转录病毒的治疗,会长期保留免疫

功能 (N Engl J Med 2013 Jan 17;368:207)。 
 
3, 2013 年 2 月柳叶刀传染病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中，研

究人员发现, 用阿莫西林治疗下呼吸道感染并没有减轻症状或

使病程缩矩 (Lancet Infect Dis 2013 Feb;13:123)。 
 
4, 2013 年 1 月发胸部杂志一项回顾性研究支持对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急性发作住院的患者使用抗生素治疗 (Chest 2013 
Jan;143:82)。 
 
5, 在 2012 年 12 月美国医学杂志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使

用他汀类药物可降低, 接受大手术患者的急性肾损伤的风险 
(Am J Med 2012 Dec;125:1195)。 
 

6, 2013 年 1 月 28 日 JAMA 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为急性冠

脉综合征加贫血的患者输血, 会增加心肌梗死及各种原因死亡

的风险 (JAMA Intern Med 2013 Jan 28;173:132)。 
 
7, 2013 年 1 月美国胃肠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中, 使用埃索美

拉唑 esomeprazole 可减轻不明原因的非特异性胸痛患者的症

状 (Am J Gastroenterol 2013 Jan;108:56)。 
 

8, 2013 年 1 月 15 日临床传染病杂志一项回顾性多中心观察性

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了用清创及抗菌素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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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修复关节的疗效。研究结果包括：40％的患者发生假体

移除或感染死亡，清创后的第一个月治疗失败率 高, 治疗失

败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菌血症,免疫抑制治疗及多种微生物感染 
(Clin Infect Dis 2013 Jan 15;56:182)。 
 
9, 2013 年一月临床肿瘤学杂志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了

静脉输液对癌症晚期及轻中度脱水患者的疗效。与对照相比，

静脉输液并未改善患者的舒适程度, 谵妄分数,也未延长生存期 
(J Clin Oncol 2013 Jan 9;5:167)。 
 

10, 2013 年 1 月 2 日美国医学会杂志中，研究人员使用国家注

册的数据评估使用选择性 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s 在

孕妇死产和婴儿死亡的风险。结果表明，额外风险是由于母体

其他因素所致 ,而非使用 SSRIs 所致 (JAMA 2013 Jan 
2;309:48)。 
 

11, 英国医学杂志的网站一项研究发现，西酞普兰 Citalopram, 
艾司西酞普兰 escitalopram 和阿米替林 amitriptyliune 可有明显

的剂量依赖性 QT 间期延长 (BMJ 2013 Jan 29; 346:f288)。 
 
12,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 非甾体抗炎药

加上 ACE 或 ARB 加利尿药治疗病人, 急性肾损伤的风险较大 
(BMJ 2013 Jan 8;346:e8525)。 
 

13, 根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队的指南，临床医生应筛选育龄妇

女亲密伴侣暴力，以防止暴力，虐待和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 
(Ann Intern Med 2013 Jan 22;(e-pub ahead of print)。 
 
14, 美国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 新指南建议, 超过 19 岁免疫功

能低下的患者使用 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65 岁或 65 岁以

上的病人,孕妇接种破伤风，白喉和百日咳疫苗; 女童和妇女接

种二价或四价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疫苗，男孩和男人接种四价人

类 乳 头 状 瘤 病 毒 疫 苗  (Ann Intern Med 2013 Feb 5; 
158:191)。 
 
15, 2013 年 2 月 JAMA 儿科一项前瞻性研究中，研究人员比较

了用超声或胸部 x 射线诊断 21 岁以下的急诊患者的肺炎。结

果发现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均有 90％的一致性 (JAMA 
Pediatr 2013 Feb; 167:119)。 
 

16, 2013 年 2 月 7 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安慰剂对照研究

结果表明，利伐沙班 rivaroxaban 不应该被扩展用于预防住院

患者静脉血栓 (N Engl J Med 2013 Feb 7;368:513)。 
 
17, 2013 年 1 月 15 日内科医学年鉴，比较了选择性 D-二聚体 
D-Dimer 检测或统一 D-二聚体检测诊断深静脉血栓形成。结果

表明选择性检测更为安全有效 (Ann Intern Med 2013 jan 15; 
158:93)。 
 
18, 美国医学杂志 2012 年 11 月一项单中心前瞻性研究中，研

究人员比较了预测服用维生素 K 拮抗剂患者的第一次主要出血

事件的风险的 7 个评分系统。他们发现，没有一个 
评 分 系 统 预 测 优 于 临 床 判 断  (Am J Med 2012 
Nov;125:1095)。 
 

19,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站上的 2 项研究结果表明，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患者使用高频振荡通气, 并不缩短住院时间，也

不缩短神经肌肉阻滞和镇静持续时间，也不降低住院死亡率 
(N Engl J Med 2013 Jan 22; (e-pub ahead of print)。 
20, 2013 年 1 月的过敏和临床免疫学杂志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

中，研究人员试图确定过敏反应的出现与母乳喂养的持续时间

及辅食添加时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专一性母乳喂养比哺乳期

长短影响较大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13 Jan 131:78)。 
 

21, 2 月 21 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长期䏜用达比加群 
dabigatran 以防止静脉血栓栓塞复发。结果表明，达比加群可

替代华法林长期䏜用以防止静脉血栓栓塞复发 (N Engl J 
Med 2013 Feb 21;368:709)。 
 
22, 2 月 6 日 JAMA 上一项随机安慰剂/控制研究中，研究人

员发现，雷米普利 ramipril 治疗的周围血管疾病（PAD）患者,
步 行 时 间 ， 距 离 和 速 度 有 显 着 改 善  (JAMA 2013 
feb6;309:453) 。 
 
23,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荟萃分析比较肾素 - 血管紧张

素阻滞的临床结果。与单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

张素受体阻滞剂相比，双治疗导致高血钾，低血压，肾功能衰

竭的相对风险较高，及增加无心脏衰竭患者的所有原因死亡率 
(BMJ 2013 Jan 28;346:f360) 。 
 
24, 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荟萃分析比较 β 受体阻滞剂治疗心脏

衰竭及左室射血低分数, 结果表明各种 β 受体阻滞剂的疗效没

有 显 着 差 异  (BMJ 2013 Jan 16;346:f55) 。 
 
25, 英国医学杂志的网站上一项荟萃分析评估食用鸡蛋量与冠

状动脉心脏疾病和中风的风险。结果发现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

风险有所增加，但糖尿病出血性中风的风险略有下降 (BMJ 
2013 Jan 7;346:e8539) 。 
 
26,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膳食钙摄

入量高的妇女，所有原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和缺血性心脏疾

病的死亡率均有 所增加 (BMJ 2013 Feb 13;346:f228)。 
 
27,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荟萃分析表明，终末期肾脏疾病

的死亡率，与下降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有关, 女性风险更

高  (BMJ 2013 Jan 29;346:f324) 。 
 
28, 1 月 3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支持大多数急性上

消化道出血患者输血的限制性策略 (N Engl J Med 2013 Jan 
3;368:11) 。 
 
29, 1 月外科年鉴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有皮肤感染史的

患者，深部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更高 (Ann Surg 2013 
Jan;257:150) 。 
 
30,  2 月 14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大型前瞻性研究评估人类

偏肺病毒 metapneumovirus 感染在儿童中的患病率。他们发现，

一岁以内的婴儿感染率 高, 表现为急性呼吸道症状或发烧，

感染的儿科住院病人比未感染的儿科住院病人更有可能患有其

它疾病，需要氧气, 需较长的停留在重症监护病房，没有任何

人类偏肺病毒感染相关死亡 (N Engl J Med 2013 Feb 14; 
36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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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现状简介 
 

王学恭 医师 

 
    在介绍目前器官移植现状之前，让我们先简短回顾一下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器官移植领域中几个

重要的里程碑。1954 年第一例成功肾移植。1966 年第一例成功肾胰联合移植。1967 年第一例成功肝移

植。1968 年第一例成功心脏移植及第一例单独胰腺移植。1981 年第一例成功心肺移植。1983 年第一例成功单独肺移植，同年环孢素 A

（Cyclosporine A / Neoral）被批准上市用于临床。1994 年他克莫司（Tacrolimus / Prograf）被批准上市用于临床，隔年 1995，麦

考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 CellCept ）也相继被批准上市用于临床。这三个药的临床应用不仅显著提高了病人和移植的器

官的生存率，同时也奠定了现代器官移植标准的临床治疗方案，而且也标志着器官移植领域从着重解决手术技巧问题转到加深认识机体

免疫系统方面。 

 

    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二十年，各类的器官及病人的存活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1997 至 2007 间移植器官类型及病人一年，三年，五年及十年存活率  

移植器官类型 

跟踪时期 （器官存活率 / 病人生存率）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2006 - 2007 2004 – 2007 2002 – 2007 1997 -2007 

肾 – 尸体供体 91.0% / 95.6% 80.1% / 89.1% 69.3% / 81.9% 43.3% / 61.2% 

肾 – 活体供体 96.3% / 98.5% 89.6% / 95.3% 81.4% / 91.0% 59.3% / 77.1% 

肝 – 尸体供体 84.3% / 88.4% 74.2% / 79.3% 68.4% / 73.8% 54.1% / 60.0% 

肝 – 活体供体 86.0% / 91.0% 79.0% / 84.9% 72.9% / 79.0% 62.6% / 69.9% 

胰腺 75.5% / 97.8% 59.5% / 92.3% 51.5% / 88.7% 34.7% / 76.1% 

心脏 87.9% / 88.3% 80.6% / 81.5% 73.7% / 74.9% 54.2% / 56.0% 

肺 81.6% / 83.3% 63.5% / 66.2% 51.5% / 54.4% 26.2% / 28.6% 

小肠 78.9% / 89.3% 58.7% / 72.0% 39.6% / 57.9% 28.9% / 46.4% 

          

         表格来源：SRTR2009 报告 

         SRTR：Scientifi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Recipients(美国移植受体科学注册机构) 

 

    据美国器官分配系统(United Network of Organ Sharing, UNOS)统计报告， 在 2011 年间，肾移植共施行了 17604 例，肝移植

6341 例，心脏移植 1949 例，肺移植 1849 例，胰腺移植 1051 例，小肠移植 129 例，以及极少例数的多器官移植，脸部移植，四肢及手

移植。 

 

    虽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手术技术的提高，有效地免疫抑制药物的使用，以及对于机体免疫系统的认识，使得各类的器官及病人

的存活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器官移植领域依然存在着很多困境及阻碍。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供体缺乏，另一个是如何

进一步提高长期的器官及病人的生存率。 

 

    供体方面，除了扩大社会宣传，鼓励公民成为供体志愿者外，在过去的十年多间，凭借着对细胞生理生化基础研究的更深的认识及

对器官保护技术的进展和提高，使得过去认为不能使用的供体变成了可以使用的供体。除活体器官外，在过去，只有身体健康年龄在

60 岁以下的人在确定脑死亡后才能作为供体 （称为标准指标供体，SCD/standard criteria donor）， 近些年来，使用扩大指标供体

（ECD/ extended criteria donor）和心脏停止后供体(DCD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的数量逐步在增加。（扩大指标供体

/ECD：供体 60 岁以上，或 50-59 岁间但兼有至少俩项如下的三种情况：死于脑血管意外；有高血压病史；或临终前血肌酐高于

1.5mg/dL）。另外，异种器官，人造器官及基因工程也都在探索之中。 

 

在器官及病人的生存率方面，如前面所述，在环孢素 A，他克莫司，麦考酚酸酯这三个药相继临床应用以后，移植器官早期的急

性排斥率明显降低，移植的器官及病人的短期生存率有着显著的提高，但是和短期生存率比较之下，长期的器官及病人的生存率提高的

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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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显著。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移植器官的缓慢的损害。移植器官的缓慢的损害的因素很多，大体可分为免疫性的和非免疫性。

免疫性的损害主要还是归结于器官排斥。在移植的器官度过了早期受体机体免疫系统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后，受体的免疫系统在复合免

疫抑制药的作用下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缓和的状态，同时，由于免疫抑制药血中浓度大多仅有着窄小的有效性到毒性的调解指数，为减

小免疫抑制药的毒性反应，免疫抑制药的剂量也随应减少。 

 

在这种既要恰当的免疫抑制而又要尽量减小免疫抑制药的毒性的平衡中，晚期的急性和慢性的排斥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探索发

现研制更有效更安全更易调控毒性更小的免疫抑制剂无疑是对提高长期的器官及病人的生存率起着一个重要的因素和方向。在非免疫性

的损害方面，如上所述，当前的免疫抑制剂对器官有着直接的非免疫性的毒性损害。除此之外，研究发现供体器官的保存对移植以后长

期的功能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受体病人本身的原发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免疫性肾病等等，如不有效的控制，也会对移

植的器官产生缓慢的损害。 

 

    简而言之，器官移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走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路程， 为病患，尤其是一些晚期末期的病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

同时，器官移植是一个技术复杂，涉及广泛的治疗方法。它不仅涉及到基础研究，临床医学，还涉及到心理，伦理，法律，甚至政治等

等领域，使得研究发现发明新的治疗方法或手段需要更严谨周全的方法和漫长的过程。 

 

如想了解更多信息，可查询如下网站： 

www.srtr.org  

http://unos.org  

https://securesrtr.transplant.hrsa.gov  

http://optn.transplant.hrsa.gov  

 
 

 

用人工微生物对抗癌症 

谢国建 医师 

一、克莱毒素 

    众所周知，许多慢性感染与癌症的发病风险相关。但另一方面，某些病原体在肿瘤内引起的急性炎症又可能使肿瘤消退缓

解。人们在几个世纪前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十八世纪晚期，纽约的一位外科医生，威廉克莱注意到，个别的肿瘤病人发生伴

有高热的丹毒后，肿瘤会缩小。此后，克莱开始用化脓性链球菌随后又用灭活的化脓性链球菌和链球菌毒素（后来命名为克莱

毒素。）注射到肿瘤内。尽管这种方法很大的副作用，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治疗的反应也是很好的。在不能手术的肉瘤病

人中，52%的肿瘤完全消退，并生存 5 年以上。而且 21% 的病人无病生存至少二十年以上。回顾性研究证实这种方法治疗成

功的关键是发热。 

这种治疗方法之所以没有成为常规的肿瘤治疗，主要原因有，第一，结果的重复性不好，在不同的病人及肿瘤中治疗反应

差异很大。有许多不同配方的克莱溶液的效果也是极不一致，且并不能总是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二，在抗生素还没有应用到临

床的时代，如果感染不能控制的话，活菌的应用面临导致病人死亡的风险。第三，更安全简单的治疗方式，如化疗及放射 治疗

的发展应用，很快成为临床的常规方法。 

二、什么是肿瘤的免疫治疗 

    100 多年以后，我们对免疫系统的知识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认识到宿主免疫系统与肿瘤发生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

可能促使肿瘤发生或抑制其生长。进展期癌症逃逸宿主免疫监控、削弱宿主免疫能力（简称免疫编辑）是癌细胞与免疫系统之

间的一场长期的战役，最终导致有免疫抗性的癌细胞选择性的生存。治疗性的免疫疫苗应该能够克服这种免疫抑制，以获得抗

肿瘤的免疫治疗疗效。 

    找到有效的方法是癌症免疫治疗圣战中的关键。但是迄今为止，成功的方法尚很少。不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出于简单和安

全的目的，目前采用的方法通常是针对癌细胞单向性的作用。克莱通过注射细菌诱导肿瘤消退的方法激发了其他学者对克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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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并找出其中诱导肿瘤消退的有效成分。尽管对许多可能化合物进行了试验和甄别，其中包括肿瘤坏死

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 12。迄今为止，这些细胞因子都没有达到克莱液体的效果。 

针对病原菌的免疫反应关联到一系列细胞因子的级联反应，而后者则激发多途径的细胞水平及分子水平的事件。这一复杂

的免疫级联反应不能够仅用单一的细胞因子进模仿。因而，应该寻求一种更加整体化的肿瘤免疫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应该能够

同时激活内源性和获得性免疫系统，足以激发肿瘤内完全的炎症反应，并且克服肿瘤相关抗原的免疫抑制和免疫耐受。 

克莱用活菌进行癌症免疫治疗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那就是用活的或灭活的病原菌在局部进行炎症诱导可能是值

得继续发展的方向。有一些新近的研究支持至一论点。例如，用活卡介苗（BCG）腔内注射治疗浅表性膀胱癌。 在一项 10 年

的随访研究中，手术和 BCG 组合治疗病人的无进展生存期达到 62％，而纯手术的患者为 37％。 虽卡介苗作用的确切机制不

明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其治疗效果与局部免疫激活相关，而与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毒性作用关系不大。 其他减毒菌株，

如剌激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氏菌和沙门氏菌，已成功地用于在临床前期和临床实验。 混合细菌疫苗是一种新的，符合多动

态药品生产管理规范和有明确配方的科莱毒素，已被用在 I 期临床治疗 NY-ESO-1 表达癌症。 用发烧诱剂量的混合细菌疫

苗治疗的 12 例患者，病人表现出局部的免疫反。6 名患者表现出长时间的整体生存期。 在所有情况下，这种治疗使得一些炎

性细胞因子的水平增加（例如和 TNF-α，IL-1，IL-2 和 IL-12），这表明治疗效果是增强了免疫系统的作用的结果。 

    溶瘤病毒与微生物相似，以诱导肿瘤局部的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实现抗肿瘤的目的。复制性单纯疱疹病毒编码的粒巨噬细

胞集落刺激因子的二期临床实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黑色素瘤患者，达到 28％的有效率。 结果表明，治疗效果有双重

作用机制：除了诱导的系统性抗肿瘤免疫反应外，还有直接溶瘤作用。 三期试验目前正在进行中。在另一项研究中，它表明

有复制能力的腺病毒能诱导瘤内炎症，从而克服肿瘤的免疫耐受。 活菌和病毒也可以用作遗传性癌症疫苗载体。 以这种方

法，复制的载体不仅可以强力诱导局部的炎症反应，而且还可作为肿瘤相关抗原的来源。 

三、人造微生物 

    使用活菌载体疫苗的一个重要限制 是载体诱导的抗体，该抗体可以中和疫苗重

复给药的作用。 此外，还必须控制病 原体诱发的炎症，以减少附带组织损伤和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诱导。事实上，在研发 高度模仿活菌的疫苗中， 在没有安全顾虑的

情况下，我们已经开发出一种疫苗平台， 称 为 抗 原 表 达 免 疫 的 脂 质 体

(AnExILs)。 这平台是以无细胞的脂 质体内部的蛋白抗原产物的表达为基础，从

活性佐剂。 细菌成分（例如，质粒 DNA）而在一个系统内结合抗原产物，递质和

的存在是强有力的内源性免疫系统的诱 导剂，应用这些组纷将助于增强对脂质体内

所产生抗原的免疫反应。  

    事实上，我们已经证实这种脂质体可以在肌肉注射小鼠抗原模型中生成强烈的抗体反应。 在相同抗原剂量，与传统的脂

质体相比，AnExILs 诱导的抗体反应均较强，表明 AnExILs 是一种很强的免疫佐剂。AnExIL 能在体外诱导小鼠树突状细胞

的趋化，能在体外及种植皮上诱导人类树突细胞主动摄取和成熟。这些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 AnExILs 是一种很强的免疫佐剂。

同时我们的科学小组还证实 AnExILs 能增加抗原特异性的 CD8+Ｔ细胞的数量。   

关键之处是 AnExILs 具有能力“基因程控”自身产生抗原，并结合与辅助蛋白，从而激发辅助免疫反应。 疫苗的特异性

是由它的遗传输入决定的。因此，能够很容易地改变。 这种高度的灵活性使 AnExILs 特别适合作为个性化的癌症疫苗。从而

使由 AnExIL 所产生的肿瘤抗原混合物可以针对不同的肿瘤进行最佳匹配。 目前，我们正在测试的针对癌症的 AnExILs 治

疗疫苗，在这个 AnExIls 内部将表达全部肿瘤内的转录物组，以获得最大可能的肿瘤相关抗原的广泛覆盖。 

四、结论 

    癌症和炎症相互紧密关联。当炎症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施加时，有可能导致癌症消退或甚至缓解。 迄今无论是应用活菌或

是病毒，都已取得了令人乐观的成果. 仿微生物疫苗的应用，如 AnExILs，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通过诱导肿瘤内的炎症，

以克服肿瘤的免疫抑制。未来会告诉我们，这种人造微生物是否可以成为与癌症抗争中有新武器。 

参考文献：Enrico Mastrobattista. Artificial Microbes to Fight Cancer， Nanomedicine (2013) 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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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败血症 

                                      刘沛昌医师，哈佛以色列医院重症监护科（ICU）

败血症在过去二十年一直是美国内科重症监护室最常见的住院原因之一，而败血性休克更是重症监护

室最常见造成多重器官衰竭和死亡的原因，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为了统一全世界的口径，一起来面对

这个难缠又后果严重的疾病，世界三大重症监护协会，包含美国的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SCCM）在内，从 2004 年开

始每四年举行一次大会，修订并公布最新的败血症治疗指引，这个活动称为 Survival Sepsis Campaign。2012 年冬天，在新泽西举行

了第三次的集会，针对 2008 年的治疗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正。不管你是不是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都应该对这些新条例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毕竟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 

 

首先是在诊断上面的修正。众所周知，败血性休克是一个以临床标准来诊断的疾病，也就是确诊败血症加上平均动脉压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少于 65 毫米汞柱即可。不过，在无法确认病人是否为败血症时都应该先当做败血性休克处理，因为其死亡率极高，也

常混合着其他种类的休克一起出现，如心因性休克等，反之亦然。如果不能确认是否是败血症，可以纳入血浆抑钙素原标准为高于正常

值的两倍标准差来作为剧烈炎症反应的参考，而败血症的发生通常伴随着剧烈炎症反应。至于其他几种实验中的生化分子标记，还没有

证据显示其能作为有效的败血症诊断依据。另外，在败血症过去的治疗规范里，并没有将真菌的治疗纳入常规里，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

显示，真菌感染占败血症的比例其实是被低估的，所以在最新的版本里，加入了以 1,3β-D-葡聚糖与抗-甘露聚糖抗体做为侵入性念珠

菌的感染诊断指标，临床工作人员在不确定是否有真菌感染的情况下，可以抽此血浆抗体来作是否投放抗真菌药物的参考。 

 

在败血症的急救阶段，起始复苏目标与之前的标准相同，包含 CVP 8 - 12 毫米汞柱，MAP> 65 毫米汞柱，尿量大于 0.5 毫升/公斤/小

时，以及 ScvO2 大于 70％或 SvO2 的大于 65％，一般四项指标都要达成才能算是理想的复苏急救。在这次的治疗指引里，纳入了及早让

血清乳酸盐（乳酸）浓度恢复正常为另一个重要指标，在没有办法时刻监控静脉血氧浓度的地方，如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急救的第一部为输液治疗，输液首选为晶体输液而非胶体输液（因为预后较差，长期死亡率高）。方式为先以全速滴注方式输入一公升

生理食盐水或是乳酸林格液（两种输液没有预后上的差别），接着每公斤体重 80 到 100 毫升的量，在接下来的 4 到 6 小时以定量输入，

至少要注入总量 6到 10 升的输液才算有效复苏急救，绝对避免使用羟乙基淀粉输液。 

 

血管加压药应该在第一公升的输液无法将血压升回正常值时即考虑给予。血管加压药物的首选为去甲肾上腺素，比起过去对多巴胺的偏

好，这个版本有了比较大的改变。自从多巴胺被证明和增加肾脏灌流量没有绝对关系，而且会增加心脏 demanding ischemia 的危险后，

现在建议多巴胺只留给特定族群病人，包含心搏快速低风险群或本来就心搏徐缓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加上肾上腺素或用之取代。第三线

血管加压药为血管加压素（抗利尿激素），建议剂量为 0.03 U /分钟，不论体重为何，极为方便计算，但不建议单独使用，不过可与

其他升压药物合并使用。在类固醇的使用方面，如果输液或升压药物可以维持足够血压，不建议使用静脉注射类固醇，不论病人之前是

否有使用类固醇药物的病史，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不过类固醇的首选药物还是氢化可的松，建议剂量为 200 毫克/天，持续输注

三天，或是直到血压稳定下来为止。多巴酚丁胺可以在怀疑混合型休克（败血性加上心因性）时作为后线药物使用，不过要小心激化乙

型受体造成的 paradoxiacal hypotension。 

 

另外，必须在怀疑或诊断败血性休克或严重败血症的 1 个小时内投与有效的（一个或多个）静脉注射抗生素。至于抗生素的选择方面，

如果怀疑不动杆菌或假单胞菌，建议合并抗生素治疗（不建议单一抗生素治疗）；肺炎链球菌感染的相关败血性休克则建议合并 β-内

酰胺类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类药物治疗。血品部份的指引与之前并无太大差异，但新指引不建议使用抗凝血酶原于治疗严重败血症与败

血性休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认知上改变，也不建议使用静脉免疫球蛋百或硒来治疗严重败血症或败血性休克，因为没有有效的随机临

床实验来证明。如果经过了几天密集的抗生素治疗后，各种体液的培养都没有长出病原菌，可以用血浆抑钙素原的量值正常为参考，来

停止抗生素的治疗。 

 

败血性休克最常见的呼吸系统并发症为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治疗指引上没有大的差别，还是一样强调低潮气量，低 plateau 

pressure 的策略，必要时可以增加 PEEP 的手段来降低高氧气浓度中毒的机会。没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必须完全配合呼吸器）的病

人，则不建议恣意使用神经肌肉阻断药物。在镇静安眠药物的使用可参考 SCCM 最新的指引，包括减少持续输注或间断投与镇静安眠药

物，以增加病人每天醒来，方便进行 weaning trial，增加拔管成功的机会。另外，洗必泰口腔消毒被证明可以降低呼吸器相关肺炎，

也建议在呼吸器上的病人使用。血糖的控制方面，经过了一系列内外科对立结果的临床实验后，控制目标仍然建议为最高不超过 180 毫

克/升，最低不要低于 110 毫克/分升，和外科创伤病人基本一致。对于营养方面，强调及早给予经肠道营养，也就是必要时在插管下插

入鼻胃管及早喂食，对于喂食热量和蛋白质目标则和 08 年的版本一样。对于压力性溃疡的预防，建议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类药物，虽然

价钱较贵，不过效果比抗组胺二型的受体拮抗剂类药物来的好。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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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和形而上学（14）
        

         ——波士顿的随想    

                                
 
黄明达 医师     
   

       

                                                      二十二、蛋白尿与肾湿 
 

1． 有一个病人有高血压，后来做化验，结果发现血液中非蛋白氮过高, 再次检查发现蛋白尿。进一步活体检查，

结果发现肾小球肾炎。对于这个病人除了继续治疗血压以外，还进行治疗肾小球肾炎、蛋白尿。为了治疗他的

肾小球肾炎，他的专科医生给他进行激素疗法。但是激素疗法并没有带来多少效果，他的蛋白尿还是十分严重，

另外出现了不少激素治疗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推荐来我的诊所，希望用中医疗法进行治疗。 

 

2． 这个病人一向身体健康，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在常规的身体检查之中，除了血压高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

情况。从物理学的层次来说，目前这个病人除了高血压、蛋白尿、肾小球肾炎以外，没有其他的发现。 

 

3． 这种情况从形而上学、中医学阴阳五行理论来分析，目前，病人尿有蛋白，物理学层次方面，就是肾小球发炎，

造成了蛋白质的漏出。从非平衡性热力学来看，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这是由于肾组织所形成的，耗散结构的

负熵水平不高，已经退化了。这种退化从非平衡性热力学观点来看，就是自由能不足。 

 

4． 为什么自由能不足？那么下一步就是血液循环和能量代谢不足。治疗这个病人蛋白尿、肾小球肾炎，就是要改

善这方面的情况。 

 

5． 怎样来改善这方面的情况？上面的讨论是非平衡性热力学的话语。中医学是非平衡性热力学的进一步有机综合，

从中医学阴阳五行学说来说，也就是要滋阴补肾、驱除湿热。就是这样，通过非平衡性热力学，把物理学层次、

形而上学层次，和中医学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联结在一起。 

 

6． 具体来说，从中医学的观念治疗蛋白尿，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去除湿热、去湿利水、降低肾脏

这个局部耗散结构的伤害信息。第二个层次就是补脾滋阴，提高肾脾这个耗散结构的自由能和负熵水平。第三

个层次就是滋阴补肾，提高肾脾这个耗散结构的负熵水平和自由能水平。从而提高肾脏对蛋白质的保留和回收

功能。 

 

7． 这里，我们用阴阳五行学说分析,在进行滋阴补肾和驱除湿热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肝火上升，所以对肝火上升

也要注意，必要时给予治疗。另外我们也需要用补脾补肺的方法，扶助滋阴补肾和去除湿热。 

 

8． 就这样，整个治疗方案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定出来了，治疗的重点就是需要滋阴补肾，另外驱除湿热。在这个过

程中，注意补脾和提升肺气，另外要注意避免肝火上升。 

 

9． 在这种思路下，我采用上述的方案进行治疗，结果效果很好，病人蛋白尿完全消失。另外，体质进一步好转，

身体检查没有发现其他情况恶化。 

 

 

 

医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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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前列腺肥大与肾湿 

 

1． 经常有这么一些男病人，五十岁以后，往往觉得排尿不通畅，有尿驻留的现象，

晚上多次起床小便。前列腺检查的时候，往往有前列腺肥大的现象。另外在血液

化验的时候，往往前列腺特别抗原升高。如果再结合泌尿外科的活体检查，排除

了前列腺癌，前列腺肥大的诊断就可以确定。 

 

2． 西方医学对前列腺肥大在治疗上往往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治疗，对于轻度的前列腺肥大所引起的轻度的症

状，有时候就是多喝点水，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就能够解决问题。对一些比较重的病人，光是依

靠食物治疗，往往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尿频尿

急，直接治疗症状。还有一类治疗前列腺肥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有明显的尿道感染，还要结合消炎药。

这就是前列腺肥大药物治疗的概况。一般来说，通过药物治疗，病的症状都能够得到缓解，对比较严重的病人

来说，前列腺癌症发生率比较高，定期进行活体检查会有很大的好处。对症状比较严重的病人来说，即使是没

有前列腺癌，为了彻底改善排尿功能，也可以进行前列腺切除手术，手术完以后，一般来说，排尿功能得到完

全的改善，但是副作用也是不少，特别是性功能，有的病人，将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性无能。总之，西方医学

有一些办法治疗前列腺肥大，但是治疗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这里有许多的余地，可以进行探索，从而寻找出

新的办法。 

 

3． 西方医学对前列腺肥大的治疗，基于身体系统物理学层次的存在，但是人体系统不但有物理学的存在，更有形

而上学的存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些西方医学治疗前列腺肥大不足的地方正是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西方

医学没有把握住人体系统形而上学的存在，因此没有从形而上学的存在方面来治疗前列腺，所以这种治疗是不

全面的，效果也就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所以下一步治疗，应该是形而上学方面的治疗。 

 

4． 人体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平衡性热力学的系统，而中医学阴阳五行系统就是非平衡性热力学系

统的条理化和综合。形而上学的治疗，就是中医学的治疗，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系统对人体系统分析而制作的治

疗方案。 

 

5． 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小便不通畅，为什么有这种情况？从非平衡性热力学来说，这种情况是自由能不足，

负熵水平下降，伤害信息太多所引起，这是非平衡热力学的话语。如果用中医学阴阳五行学说的话说，就是经

络阻滞、肾气不足、阴阳不和、湿热太重，而造成前列腺的肥大。我们要用中医学的方法来治疗前列腺肥大，

就需要针对这些原因。 

 

6． 上面的说明，是一种笼统的说明，实际上中医学处理前列腺肥大，可以分为几个不同层次。 

 

7． 第一个层次应该祛除湿热。病人有尿频尿急，显然是有湿热，也就是说伤害信息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降

低伤害信息，就需要祛除湿热。对一些症状比较轻的病人，或者是病程不太长的病人，这样的处理，会得到相

当的效果。 

 

8． 单纯祛除湿热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下一个治疗应该是采用疏通经络，并加强祛除湿热。显然，这样的治疗

目的是进一步降低伤害信息，通过这样治疗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等症状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这是第二个层

次的治疗。 

 

9． 即使通过上述的治疗，有些病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在这时候就需要以滋阴补肾、提升肺气。另外，将肝火降

低下去并调和脾胃，来支持祛除湿热、疏通经络。采用上述的办法，一步步地进行治疗，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治

疗效果和较好的效果。 

 

10. 我用上述办法治疗一些前列腺肥大的病人，特别是强调第三个层次的综合治疗，病人都得到很好的效果。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还和泌尿外科结合起来，密切观察前列腺癌的可能性。这样治疗对病人一般来说，症状改善稳定，

另外性功能没有受到影响，全身的情况也得到改善。 

 

11. 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入路，这也说明了中医学在治疗前列腺肥大方面，的确有其独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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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内医护人员应该知道的肠易激综合征 

                                    英文稿： Thomas C. Liu，哈佛以色列医院消化科医师 

                             编译：张眉博士 

����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肠易激综合症（IBS）是我们面对的最常见的临床诊断之一。如

果常规检查未发现异常，我们经常对这个患者群体无能为助，感觉颇为尴尬。这意味着对于 IBS 患者的日常管理，我们应该有

一个通用的临床指南。正如我们都知道的，IBS 是一类复 杂的异源性疾病，但是我们将其划分为几个主要亚型，它很可能会变

得更加容易处理，这样对普内医生对这个疾病的管理会颇有帮助。 

    根据罗马系统分类法 （Rome Ⅲ）的标准和定义，IBS 的表现是明显的腹痛或腹部不适，而且在排便后上述症状得到改善。

此外，伴随腹痛发作，应该出现大便性状改变或者排便次数改变。 

IBS 模型一直在演变，目前试图将它的症状区分为三个亚类，依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症状类型而定。这三类改变包括结肠转运

（快或慢），增加的脑-肠反应，或增高的内脏高敏感性（疼痛占主导地位）。 

首先，对于结肠转运改变这一型 IBD，与之密切相关的症状是排解均一性大便。液体样大便或软/糊状大便，反映结肠传输迅

速，导致粪便的水重吸收减少。硬性或卵石像大便反映结肠传输缓慢，导致水的重吸收过多。评估结肠转运改变时，应更专注

于大便的均一性而非频率改变。这是因为如果是大便频率增加，可能是源于直肠的高反应性和直肠痉挛。结肠传输时间是指大

便在结肠中通行的时间，而不是排便频率。 

治疗的目标应该是保持每周 5-6 次软而成形的大便。许多患者有轻度便秘，可以通过增加纤维的摄入量解决，或根据需要给予

刺激性泻药，如 dulcolax 或番泻叶。如果病人需要每天通便来治疗便秘，建议转诊治疗。慢性腹泻或结肠传输速度加快，是一

个比较棘手的临床问题，病因相当广泛，应该进行更积极的检查，包括转诊。对于严重便秘，我宁愿使用 miralax，鲁比前列

酮或利那洛肽。我尽量不使用乳果糖，在我的经验中，它会导致显著腹胀。我也尽量不使用柠檬酸镁，因为它可以导致明显的

抽筋和不适感，偶然还会大便失禁。 

第二，脑-肠反射增强型 IBD 往往是指由一种经典的‘激惹因子’导致的 IBD。我们现在知道一部分 IBD 的病人对各种类型的

压力和刺激，都出现内脏肠道反应增高。这往往包括所有形式的精神压力，但最常见的压力来自旅游、度假和家庭关系。然而，

内脏反应增强有时也可以发生在通常会导致肠道的变化的情形，如传染性胃肠炎、药物的肠道副作用、月经或怀孕的导致荷尔

蒙变化等等。 

第三，肠道敏感性升高型 IBD 已然被一些结肠腹胀研究得到证实。 这种 IBS 患者对疼痛、腹胀、以及结肠痉挛的敏感性明显

增高。 

IBS 方面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类型，我将把它们称作肠道高反应性和高敏感性 IBD。其基本治疗方式通常是类似的。轻度至中度

肠道高反应性，通常进行简单适当的知识教育。特别有用的是向他们解释正常结肠收缩模式，这个模式表现为睡眠/觉醒周期

以及胃结肠反射。胃结肠反射增高者，往往为患者的带来特别的麻烦和困扰，因为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胃病，而事实上疼痛起

源于结肠更为常见。至于餐后消化不良和恶心 应该分别处理，我不在这篇文章中讨论。 

除教育外，肠道高反应性和高敏性 IBD 的治疗通常涉及神经调节药和解痉药。我区别对待的关键，是看症状是否严重到足以需

要每天用药。我通常的方法是考虑和着眼一个星期的症状。 IBS 患者症状总会有消长，但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明显的不适是否

经常出现。如果患者有症状的不适或疼痛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中只有一两天，我会让他们使用抗痉挛类药物。我更喜欢使用莨

菪碱舌下含片（Levsin SL），并告诉患者只能每周使用 2-3 次，而且唯一的指针是最痛时用。通过这种方式，我要求他们要

有意识地判断，他们的疾病发作是不是糟糕到需要药物治疗的程度。 

专家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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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一个病人每天或至少为每周 5 天都出现不适，每天用药就必须加以考虑。通常在这个时候，我用神经调节药，采用三环

类抗抑郁药，或者是选择性 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我使用去甲替林或阿米替林的非常低的剂量，10mg，每天

一次。三环类抗抑郁药有两个主要的副作用，第一个副作用是便秘，而我倾向对结肠运输增快型 IBD 优先使用。第二个主要的

副作用是嗜睡，所以我告诉患者，如果他们早晨醒来时仍然困倦，就采取睡前几个小时服用。 SSRIs 有各种不同的、更多的胃

肠系统的副作用，它通常会导致腹泻。我倾向于让结肠传输时间正常或轻度减缓的患者使用，我也给具有明显焦虑症状的患者

使用。 

一旦 IBS 这些所有的方面都考虑到了，症状纠正，你常常会发现患者有残留气体/腹胀的症状，而这些往往是最难控制的症状。

再次，必须谨慎区分患者的肠胀气和肠痉挛，因为二者应该给予不同的处理。肠道气体通常是结肠内产生的，并且是摄入的食

物经肠道细菌作用后的产物。食物的关键组成部分，通常是纤维摄入。我的许多患者转诊时已经有过量的纤维摄入，我经常会

降低其整体的纤维输入量。随着结肠传输时间正常化，肠道气体积聚也就改善。试图改变肠道细菌组成，是比较困难的。以我

的经验，我用益生菌片治疗更多的是那些以腹胀和快速肠道转运/腹泻为主要症状的患者。我不倾向于经常使用抗生素，因为

他们有更多的副作用，而且改善往往是暂时的，因为我相信，它只能暂时降低结肠细菌数量。我通常不作任何严格的饮食建议，

但应该避免高脂肪，高乳糖的饮食，因为这些气体和腹胀最常见的病因。 

最后，我经常推荐替代疗法。首先，我鼓励健康生活方式，尤其是有氧运动，一周数次，这本身往往会帮助胃肠道症状。我也

经常推荐自我定向的放松练习，这是否是瑜伽、冥想或干脆就是自己喜欢的业余爱好活动。 

总之，IBS 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异源性的、往往令人沮丧的疾病。虽然对阐明它的原因目前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更大的进步

还有待将来。最有可能的是，IBD 是一种胃肠神经系统疾病，我相信合适的临床治疗方法应该针对突出和显著的症状。我希望

本文能作为一个框架来帮助遭遇这些困难的患者。 

�

					年龄相关性眼病的预防和治疗	

																																			‐‐‐饮食保健篇	
����������������������������������������������������������������������������������武丽，眼科医师�

世界范围内，欧洲是最先步入老龄化社会，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将步欧洲后尘，预计在 2050 年将成为老龄化社会。

美国的老年人群（65 岁以上）将会在 2012-2050 年期间增加 104.3%，从而使 64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86.8 百万）超过年龄 15

岁以下的人群（80.5 百万）（seniorJournal.com），这是判定社会老龄化的指标之一。近年来，欧洲国家相继公布了一些老

年人群的调查报告，探讨老年人群常见的疾病，揭示了一些以往忽略的和/或未予关注的联系，比如年龄相关性眼病，包括白

内障、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青光眼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们已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造成视力损伤和失明的主要眼病，并

且是老年人群丧失独立性的关键原因。在美国，白内障和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失明的主要眼病。预计 65 岁以上的人群到 2020

年，一半的人群将患有一种或多种年龄相关性眼病。老年性白内障大约将增加到 3 千万患者，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患者将达

到 8 百万，公共卫生和经济的负担将因这些眼病而明显增加。 想像一下在未来的老年社会，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大批人群因

各种眼病导致视力损伤或失明的状况。改善医疗条件可以治疗疾病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视力损伤，但总体讲，似杯水车薪。 

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提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即医术最高明的医生并不是擅长治病的人，

而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治未病”是中医的健康观，是古代医家几千年来在预防和治服瘟疫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完善的“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科学思想，是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健康医学模式。面对现代五花八门的疾病，亚健康人越来越多的状况，

医疗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保障。养生保健重新成为一种适合、有效和经济的提高全民健康的方式。常言道“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you are what you eat），中医道“吃什么补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医膳/食疗是养生保健的一个主要方面。

对年龄相关性眼病是否可采用预防的策略？如何预防？作为眼科医生，家庭医生和糖尿病专家如何提供指导，成为公共卫生和

大众所关注的内容。 

从 2013 年始，美国“婴儿潮”（即出生于 1945-1964 年代）最早出生的人开始进入法定的退休年龄（67 岁）。一项对

“婴儿潮”人群的调查报告揭示他们对视力损伤/失明的恐惧心理，不亚于对患心脏病和癌症的恐惧。他们中约 50%的人没有 

饮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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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每年的眼科检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饮食可以帮助维护眼睛的健康。而且在他们进入老龄阶段之前几乎没有眼的营养

补充品。仅在几年前，美国的百货店里才开始出售由美国“年龄相关性眼病研究“（The Age-Related Eye Disease Study，

AREDS ）推荐的眼保健营养补品—“眼营养素”（PreserVision, Eye vitamin and mineral supplement）。 

眼营养素是一种由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组合的特殊眼的营养补品，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眼科研究所(NEI)资

助的前瞻性临床研究的结果。20 世纪后期，NEI 组织了“年龄相关性眼病的研究”，它是一个大型（4000 多病人）、多医疗中

心参与、随机分组的临床实验，采用综合营养成分配方[维生素 C 、维生素 E、胡萝卜素（beta-carotene）、 锌（ zinc） 

和铜（ copper）]给患者口服补充的方法，观察综合营养配方对年龄相关性眼病进展的影响。 到 2013 年，此研究已发表了 35 

份研究报告，对年龄相关性眼病的进展和预防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被称为眼科疾病的“标志性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营养配方组的年龄相关性视网膜病变（AMD）的患者，与未补充组比较，病人发展为晚期 AMD 的可能性

降低了 25%。从而更新了概念，第一次赋予年龄相关性视网膜病变（AMD）是一种“营养性疾病，nutrition-responsive 

disorder”， 可以通过 AREDS 研究中使用的眼营养配方的补充减缓 AMD 的进展。对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报告指出补充高剂

量的芦酊（Lutein）和玉米黄质（zeaxanthin）可降低白内障发生的危险。流行病资料提示ω-3 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和鱼的

食用也可降低 AMD 进展的危险。 

另外的研究，使用 AREDS的眼营养配方，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研究也获得可喜结果，指出抗氧化剂的补充有益于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的预防。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2006 年继续开展了第二个临床实验（AREDS2），4203 患者参加了研究，5 年观

察期，对比 3 个不同营养成分摄入组和非摄入对照组，观察叶黄素（ xanthophylls， 即芦酊和玉米黄质）和ω-3 脂肪酸

（omega-3 fatty acids， DHA/EPA）对年龄相关性眼病进展的影响，作为 AREDS2 的第一份报告，研究设计、观察测定

指标和分析方法等发表于 2012 年 11 月刊“眼科”杂志上，其研究结果尚待总结发表。  

    本文将这些研究中所提及的营养成分做一简单论述，列举一部分含有这些成分的主要蔬菜和食品，提议在日常饮食方面注

意多食用，将有助于眼和视力的保健。 

预防年龄相关性眼病就从我们每天的饮食搭配开始！ 

芦酊(Lutein) 和玉米黄质（zeaxanthin）： 

这两种营养成分对眼睛和视力有保健作用。芦酊（Lutein）主要来源于绿色叶子的蔬菜， 

人体不能合成，必须通过饮食来获得。玉米黄质主要来自于玉米、菠菜、羽衣甘蓝叶

（collard greens）、莴苣、生菜和柑橘。芦酊和玉米黄质（zeaxanthin）都是叶黄素-

胡萝卜素类的成分，有抗氧化和光线过滤作用。它们是人类视网膜色素的成分，存在于视

网膜中，芦酊主要分布在视网膜的周边部，玉米黄质则分

布在中央视网膜， 即黄斑处。二者的作用主要是增加视网

膜的稳定性，加强视网膜色素光密度，过滤短波光，调节细胞内外光氧化物质的平衡，减

少视觉过程中产生的光氧化物质对视网膜细胞的损伤。视网膜的色素密度随年龄增加而减

少使视细胞更容易受到光氧化的毒性损伤，从而发生与年龄相关的多种老年眼病。芦酊可

能还对免疫反应和炎症有一定作用。有资料显示，无论是由蔬菜摄取或服用芦酊和玉米黄

质补充品，对视网膜黄斑色素的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11]，换言之，饮食和使用

补充品--两种方法均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Zinc 锌： 

锌的食物来源广泛，牡蛎和螃蟹等海鲜类、烘烤的麦芽、小牛肝脏（veal liver）、烘烤的低脂肪

牛肉、绵羊肉（mutton）、南瓜籽、黑巧克力和花生等都含有锌。 它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和抗炎

症的金属分子。AREDS 研究中，随即选择病人给于加强量的抗氧化剂和锌，于其他组对比，抗氧

化剂和锌的组合可以明显地降低视力的下降程度。但高剂量的锌的补充导致铜的缺乏，因此，在可

买到的眼营养素的配方里加入了铜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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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3 脂肪酸（Omega-3 Fatty Acids）： 

 

脂肪酸是身体脂肪的建筑材料。为了保持正常代谢和身体健康， 我们要从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脂肪

酸。一些脂肪酸是我们身体自己不能制造、但又对我们身体组织细胞的代谢和发育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脂肪酸称为必需脂肪酸（	essential fatty acids ，EFAs)。必需脂肪酸需要依赖饮食获得。

有三种必需脂肪酸，ω-3 脂肪酸，ω-6 脂肪酸和ω-9 脂肪酸。目前的研究发现ω-3 脂肪酸

对眼睛发育，婴儿视力和成人眼健康是必不可缺的。 

ω-3 脂肪酸的结构，含有两个以上的碳双键结构，如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 ，DHA)，二十碳五烯酸

（eicoapentaenoic acid ，EPA)和 alpha-linolenic acid (ALA) 等均归为ω-3 脂肪酸类别。在饮食中富含ω-3 脂肪

酸的鱼类有：金枪鱼（tuna）、鲑鱼或大马哈鱼（salmon）、 鲭鱼（mackerel）、 沙丁鱼（sardines）和海豚（blue fish

）。眼睛组织中含高浓度的ω-3 脂肪酸，DHA 是视网膜视细胞外节膜的结构成分，DHA 的前体—EPA (eicosapentaenoic 

acid) 以及它们的代谢物可能对调节基因表达，细胞信号转递，和细胞存活途径有帮助，对视网膜的功能有重要作用。临床资

料表明，ω-3 脂肪酸对婴儿视力的发育起重要作用。母乳中含高浓度的 DHA 和其他ω-3 脂肪酸。一项在波士顿地区进行大

型的由健康的职业女性（均无 AMD）参加的调查研究表明，经常吃鱼和补充ω-3 脂肪酸的人，患 AMD 的危险明显降低，预

示ω-3 脂肪酸可能有益于预防 AMD 疾病的发生。另有研究显示从饮食中获得ω-3 脂肪酸可以控制干眼综合征。正在进行的

AREDS2 研究，其目的之一是研究ω-3 脂肪酸对 AMD 进展的影响。 

 

维生素 E （Vitamin E）： 

 

维生素 E 具有抗衰老和抗氧化作用，饮食来源有限， 且含量低。含维生素 E 的植物：强化的谷类食物（

fortified cereals）、麦片粥、 葵花籽和蔬菜油。维生素 E 对预防，延缓和改善视网膜黄斑变性疾病

等方面，结论不一。单一补充维生素 E 未发现对 AMD 和白内障的发展有延缓作用。但是，维生素 E 联

合胡萝卜素（beta-carotene）、锌和铜的配方则发现有延缓 AMD 进展的作用。 

 

维生素 C （Vitamin C）： 

维生素 C (500 mg)是一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营养成分，大量存在于水果和蔬菜里。它可降低患白

内障的危险，当与其它必需的营养成分一起，可减缓 AMD 的进展和视力的下降。但单独补充维生

素 C 对眼健康的作用尚不确定。 

黄酮类化合物（flavonoids ）： 

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在人类食物中广泛存在，如苹果、茶、洋葱、坚果、浆果类水果（草莓、蓝莓和小红

莓）和红葡萄酒。通过影响白内障形成和晶体混浊的多种关键分子机制，包括氧代谢压力，晶体钙蛋白酶，

上皮细胞信号，非酶化的糖化过程，和多羟基化合物途径等分子机制，黄酮类化合物被认为有预防白内障

的作用。 

胡萝卜素（Beta-carotene）： 

胡萝卜素在防止自由基形成上起积极作用。由于视网膜不存在胡萝卜素，对视网膜组织的作用尚未明了。

一项健康男性参加的调查显示，胡萝卜素对于 AMD 的进展即无正面也无负面的影响。 但发现如果吸烟者补充高剂量的胡萝卜

素，肺癌的发生率可能增加，对此有待更多的研究。 

    小结：AREDS，AREDS2 和其他的研究表明，年龄相关性眼病是可以通过特别营养素的补充达到预防、减少和延缓疾病进

展的目的。从大众医学的角度，提高对眼营养成分的认识和知识普及，通过每天饮食和 AREDS推荐的眼营养素，增加摄入必需

的眼的营养成分，达到维护眼睛和视力健康的目的。预防年龄相关性眼病就从我们每天的饮食搭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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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状态的测定 
                                                        作者：Dan Cossins  

                                                      编译：武尉杰，谭睿教授，西南交通大学 

研究人员正在确定独特的大脑活动模式，可以用来监测麻醉状态下的病人和评估“植物人”患者

的意识状态。 

 

全身麻醉在手术中已经从可怕的折磨转变成了一种病人感觉不到疼痛的过程。然而，尽管麻醉被广泛使用，然而人们对麻醉是如何

使意识丧失的所知甚少，这一盲点因病人偶尔会在手术中醒来的事实被更加关注了。但在过去的 5年中，研究人员在探究意识丧失和恢

复时大脑发生了什么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通过分析麻醉大脑的神经影像学和脑电图（EEG）记录，科学家们发现了支持“整合信息理论”的证据，该理论认为意识是依赖于大

脑不同区域之间的信号传递,并随信号中断而消退。脑电图研究也揭示了意识丧失和恢复时独特的脑电波信号，为这种通讯损伤提供了

明显的标识物。 

 

尽管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大脑活动监测方面的进步揭示出了意识的神经基础，从而根除了手术中醒觉的噩梦。另外，结合脑电图，

脑磁刺激，研究人员或许能够侦测意识并跟踪被诊断为“植物人”的无反应患者的意识恢复，最近几年这些人已被证明有时会比以前有

更高层次的意识。 

 

非同步大脑 

 

为了梳理或更精确地弄清意识或意识丧失的神经标记物，一组由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GH），哈佛医学院的麻醉和生物工程学家帕

特里克·珀登领导的团队，近期观察了一位在手术中增加了常用麻醉药物异丙酚剂量的癫痫患者的大脑活动。手术的目的是去除此前被

植入患者大脑用于监测癫痫发作的电极，但在他们被取出来之前，电极能够帮研究人员研究除大量脑电图记录中大规模脑活动外的皮层

中单个神经元的活动。 

 

去年 11 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论文中，研究人员报道称意识失去的几秒前，作为显示患者对声音的刺激反应，脑电

图显示出了低频(> 1 赫兹)或缓慢振荡。与此同时，植入的电极显示在脑皮层附近不同区域的单个神经元发射信号的总效果会每隔几百

毫秒被打断，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模式，因为脑皮层的神经元发射信号通常是连续不中断的。团队意识到整个脑皮层中的缓慢振荡是不同

步发生的，也就是说，当一组神经元在一个区域发射信号，另一组神经元在附近的区域往往是沉默的。这种模式可能扰乱的皮层区之间

的信息通道，在过去几年的若干研究显示某些东西与意识的丧失有关联。 

 

一位密歇根大学神经系统和麻醉学家乔治说，在间断神经元组织包括皮层和整个大脑区域中通信的重要性,类似于一个乐队的音乐

演奏。他说，“你需要在时间或空间上把音乐信息联系在一起才真正有意义”。“意识和认知活动可能是相似的。如果大脑的不同区域

是不同步的，或者如果与认知活动关联的一个关键领域不正常，你可以呈现昏迷状态”。 

 

意识监控 

 

今年早些时候，珀登和他的同事们仅仅使用脑电波，更详细地辨别出了意识丧失时的神经元信号。通过对遭受异丙酚诱导麻醉的正

常患者的 2小时的监控，他们观察到随着反应消失，高频率的脑电波(12-35 赫兹)遍布了整个皮层并且丘脑则被两种不同的一个接一个

的叠加的脑电波取而代之；它们分别是一个低频(< 1 赫兹)和一个α频率(8-12 赫兹)的电波。珀登说：“这两种电波在意识丧失时会大

量出现”。 

 

首先,当患者被注射镇静剂时，在低频波达到最低点时α波则会达到峰值，研究者把这种模式称为“高峰低谷”。 当患者完全停止

响应，这种关系翻转；α和低频波同时达到峰值，这被称为“峰谷”模式。然后，在患者开始再次响应时， 恢复“峰槽”。 珀登说，

“我们现在通过发现峰谷模式能确定某人是无意识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峰槽模式来预测他们何时能够恢复意识”。 

 

一位书的合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及麻省总医院的麻醉学家埃默尔·布朗补充说，该模式是鲜明、可靠的，可以直接应

用在诊所。他说，“我们已经开始教我们的麻醉师怎样理解脑电图上的信号”，从而改善目前手术过程中监测患者的方法。 

 

威斯康辛大学正在研究意识神经生理学的神经系统学和麻醉学家罗伯特·皮尔斯说，“这些一系列漂亮精细的的变化真的很有前

景”。“很明显的,这些[脑电图模式]是与意识水平有关的”。 

 

一个通用的措施？ 

 

医学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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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不是失去意识的唯一状态，那么用来评估植物人意识状态的标志物是否是相同呢？马索尔说不一定，因为这两个状态是截然不

同的，并且可能是由不同的神经机制所导致的。但是，他补充说，“我们越关注意识的测定，而非麻醉剂的影响，我们未来的监测就越

是多方面的”。 

 

有了这个目标，皮尔斯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系统学家、意识综合信息理论的鼻祖朱利奥·托诺尼，结合脑电图的记录和经颅磁刺

激（TMS）来测定在自然快速眼动（REM）睡眠和麻醉，以及脑损伤、反应迟钝的患者之中的神经网络间的关系。利用电磁线圈激活一小

块人类大脑皮层神经元，然后记录脑电波的输出来跟踪传播到其他神经元组织中的信号，研究人员可以测定皮层和其他脑区域的神经元

组织之间的联系。皮尔斯说：“这是一个灵活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激活的皮层神经元中的某一部分，看看其他部分如何回应”。 

 

如果整合信息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研究人员将能够使用自己的方法来评估意识水平，甚至是受损的大脑，这可能不会与麻醉的大脑

表现出相同的脑电图意识标志物。事实上，米兰大学的托诺尼和马尔切罗·马西米尼已经在严重脑损伤，无法交流的患者-包括植物人

状态的患者，微创意识的病人，和那些完全清醒的但无法移动的闭锁综合征患者当中证明了这一观点，并建立这一技术且证明了它的价

值。 

 

在微创意识患者中,磁刺激信号传播相当广泛,偶尔到达遥远的皮层区域,就像意识清醒的闭锁综合征患者出现的激活状态。另一方

面，处于持续植物人状态的病人中的传播是极为有限的，这与先前测试的麻醉患者中的联系中断是相似的。另外，后来恢复意识的三个

植物人中，在临床迹象明显好转之前测定出了联系标志物的恢复。 

 

2012 年 1 月发表在《大脑》上的结果表明在有脑部障碍的患者中，“有效联系不对应意识状态”，皮尔斯说，结合经颅磁刺激/脑

电图是一种测定无法与外界沟通的脑损伤患者意识的有效方法。皮尔斯说：“我认为对意识本身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普遍适用的成

功的测量方法”。 

 
 

                                                   灾难后的失眠问题 
 
                                      袁建平 
 
 爆炸案这个星期，所有的波士顿人再也不能安然入睡。由于神经受到极大刺激，星期一爆

炸现场残忍的画面在脑海中反复闪现，许多人出现了睡眠障碍。当地的医生如是说，自从

波士顿马拉松赛上发生恐怖袭击以来，睡眠困难已成了普遍性的健康问题。 
 
睡眠专家说，在这样的悲剧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里，失眠和做噩梦是正常的。还有许多人因喝酒、抽烟或者喝咖啡使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经历生活的创伤后，大约 90%的人会有睡眠问题。“通常会持续几天，少数将持续几个星期。”塔夫茨（Tufts）医学中心的睡眠医

学专家哈立德●伊斯梅尔医生说，那些由于压抑过焦虑以前患有失眠症的人更容易诱发这样的问题。 
 
 麻省总医院斯波尔丁睡眠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莫伊察医生最近接到了三例患者来电，他们都说，自从恐怖爆炸案发生后，过去的失

眠症又复发了。他告诉他们一些放松紧张心情的方法，还有认知行为疗法，以便在入睡前让他们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开安眠药是我

最后才会用的手段。”莫伊察医生说。 

 甚至一些医院工作人员也发现，当他们闭上眼睛时，那些可怕的情形会时常浮现在眼前。温莉娜医生在麻省总医院的急诊科上班，爆

炸案发生时，她得知丈夫就在马拉松赛终点线附近，几个小时后才确知他性命无虞。“那时我就像在梦中一样，”她说，“一个在袭击

中受伤的病人经抢救苏醒后，才知道那人原来是我老公。” 
虽然时间可以抹去痛苦的记忆，莫伊察医生说，那些有睡眠障碍的人还是要养成好的睡眠习惯：每晚按时就寝；不要再看爆炸案的有关

新闻；白天不要午睡；下午也不要喝咖啡。.喝几杯啤酒，然后昏昏欲睡，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它可能导致睡眠质量差。

“酒精绝对是睡眠的破坏者，”大卫●吉特林医生如是说，他是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一位精神病医师。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只有十五分

钟的锻炼，也能减轻人们的焦虑，改善睡眠质量。 
吉特林医生说，对那些爆炸现场目击者而言，无休止地谈论在场的家人或朋友的情况、或是相关的媒体报道都于事无补。许多精神健康

专家认为，反复谈论创伤性的事件没有治疗作用。因为研究发现，在每次谈论时，大脑都会强化这种记忆。“我看到有些人接受五家不

同媒体的采访，真为他们感到担心，”吉特林说，因为这会增加他们的应激障碍可能性。这几天里要多关爱孩子，对他们有好处。“夜

间最好不要关灯。”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精神病医生斯图亚特●戈德曼说。父母可以和年幼的孩子在一起睡几个晚上，帮助他们入睡。他

说，但是“一周后，如果孩子睡眠还不好的话，就该请儿科医生了。” 
切尔斯●特纳，一位东北大学的大四学生，当时正站在炸弹所在地的街对面，第二次爆炸的冲击波将她击倒在地。她说，她做了好几个

晚上的噩梦，而且一个星期的睡眠都很少。她在男朋友的寓所住了两个晚上，后来还是回到她自己的宿舍。“我的睡眠还是受干扰，”

她说，“但每天晚上都会感到好一点儿了。” 
受灾后的失眠问题很常见，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好转。应加强自我调节，必要时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短期吃些安眠药也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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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医师非常喜欢旅游、读书、烹调，享受家庭生活。他是个典型的贤夫良父，愿意花很多时间

与他的妻子和 10 个月大的女儿在一起。此外，他的主要爱好和休闲活动是玻璃吹制艺术，这

是他在 2009 年开始的，他常常活跃于社区玻璃吹制活动和美术馆玻璃吹制讲座。 

  

 

在波士顿社区，刘医师是最知名的粪远菌治疗（fecal bacteriotherapy）先驱者，他成

功治疗了复发性难辨梭状芽孢杆菌感染。他目前正在积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另外他还

担负普通肠胃病临床的大量工作。 

 

消 

化 

科 

专 

科 

刘 

医 

生 

刘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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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医生是新英格兰 Baptist 医院的消化科主任。一个

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取得美国西北大学的学士及医学

博士学位，在马里兰大学内科完成临床训练，然后他

在波士顿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了胃肠病专科培训。他先

回到纽约，在纽约长老会康奈尔医疗中心专门从事胃

肠运动障碍，直到 2008 年返回波士顿，一直工作在哈

佛大学以色列医院及新英格兰 Baptist 医院的胃肠科

工作至今。 

医 学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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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荷尔蒙物质和 2 型糖尿病的关系 

                          编译：张熙，PhD          审校：宋一青， MD, ScD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管医学研究所 

2 型糖尿病是一种以慢性高血糖和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多因素疾病。而糖尿病目前已经成为导致心脏病、中风、肾功能衰

竭、非创伤性下肢截肢和失明的首要原因，为国民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在影响 2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众多环境因素中，

现代生活环境带来的新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广泛用于食品包装的塑料类制品中的塑化剂对人体的危害问题就是一个典型

例子。塑化剂的分子结构类似于性激素并可模拟其生物学效应，被称为内分泌干扰物（EDCs）（又称“环境荷尔蒙”），

主要有双酚 A (bisphenol A, BPA) 以及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s)，早期的研究证明了 EDCs 高剂量暴露对生殖发

育的毒性作用，最新实验室证据表明 EDCs 在低剂量对不同的成熟阶段（包括成年）人群具有多种病生理作用。特别是

EDCs 能模仿或阻断体内内源激素作用，在 2 型糖尿病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中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3。大多数情

况下，环境中存在的 EDCs 是人为造成的，EDCs 与人体的接触以及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理论上讲是可以预防的。本文旨在

对目前存在的有关 EDCs 和 2 型糖尿病的科学证据进行综和评述。 

环境荷尔蒙的来源和代谢途径 

双酚 A（BPA，2,2-双（4-羟基苯基）丙烷）是全球产量最高的化学品之一，是用于生产聚碳酸酯塑料和环氧树脂的

一种单体，环氧树脂用于大多数塑料产品，包括食品、饮料、玩具、水管、牙科密封剂、医疗设备和管道以及消费类电

子产品 4-6。对邻苯二甲酸二酯，俗称邻苯二甲酸酯，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工业化学品，与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BzBP）和邻苯二甲酸(2-乙基已基）酯（DEHP）都是最广泛使用

的化学品 7,8。高分子量的邻苯二甲酸酯，如 DEHP，是一种主要用于聚氯乙烯生产的增塑剂，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用品的

化学品，比如地板、墙面被、食品加工和医疗设备。低分子量的邻苯二甲酸酯（比如 DEP 和 DBP），作为溶剂和增塑剂

用于醋酸纤维素的生产中，同时也用于生产油漆、清漆和个人护理产品 7,8。BPA 和邻苯二甲酸酯是容易降解的非持久性

化学品，但是由于长期持续接触众多类似的产品，所以经常可以在人体内组织内检测到。 

人体一般通过摄入与 BPA 材料密切接触的食物或饮料中的残留物暴露于 BPA，并由胃肠道迅速和有效的吸收（＞95%的

剂量）5,6。BPA 通过葡萄糖醛酸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硫酸化，经肠壁和肝脏广泛的首过代谢。BPA 的生物半衰期约为 6 小

时，24 小时内几乎完全从尿中排出 5,6。人类接触邻苯二甲酸酯的一般途径是通过摄入食物和水以及使用个人护理产品造

成的皮肤暴露。暴露后邻苯二甲酸酯被迅速代谢，从尿液和粪便中排泄，消除半衰期少于 24 小时。低分子量的邻苯二甲

酸酯，被水解成初级单酯代谢物后被排泄，而较高分子量的邻苯二甲酸酯首先水解成单酯，然后经过多途径被代谢成亲

水性更强的氧化代谢产物 8。单酯和邻苯二甲酸酯氧化代谢产物可以直接由粪便排泄，也可经葡萄糖醛酸化后经尿排出 7,8。 

人体环境荷尔蒙暴露量的评估 

目前，最合适和可行的人体 EDCs 暴露量的评估方法是测量尿中代谢物的浓度。同位素稀释高效液相色谱（HPLC）

加上串联质谱（MS/MS）的分析方法是测量尿液中微量 BPA 和邻苯二甲酸代谢物的最特异、敏感与精准的测量方法 9。

尿样中代谢物的浓度可以充分代表暴露个体接触化合物数周乃至数月后的暴露程度，足以保证个体暴露分类的流行病学

研究的需要。根据美国人群研究中邻苯二甲酸酯代谢物尿浓度值估计，超过 75％的美国人尿液中的八种邻苯二甲酸酯代

谢物达到了可测量的水平 10-12。最近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2003-2004 年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代

表性人群中尿 BPA 浓度数据报道中，6～60 岁的男性和女性中，总 BPA 浓度范围是 0.4～149 μg/L，平均几何浓度是

2.6 μg/L10。正常成人人群中超过 90％的个体尿中检测出 BPA 结合物 6。尿中邻苯二甲酸酯的主要单酯代谢物包括，

邻苯二甲酸单乙酯（MEP）、邻苯二甲酸单丁酯（MBP），邻苯二甲酸单苄酯（MBzP）和邻苯二甲酸单乙基己基酯

(MEHP)，而其他代谢物浓度相对较低，难以检测。 

环境荷尔蒙的内分泌机制 

动物实验研究集中于远超一般人群的环境暴露剂量水平下的生殖发育效应。高 BPA 暴露水平对生殖系统发育的不利

影响已经得到确证。基于动物研究结果，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设定了 BPA、DEP、DBP、BzBP 和 DEHP 的安全参

专题讲座 医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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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摄入剂量（RFD）分别是 0.05、0.8、0.1、0.2 和 0.02 mg/kg⋅d。而人类暴露于 BPA 和邻苯二甲酸酯的环境剂量通

常远低于这些安全参考摄入剂量，但有研究报道在远低于先前确定的毒性剂量范围时，仍然会对健康产生有害效应 13-15。

这些危害来源于其雌激素（BPA）和抗雄激素（邻苯二甲酸酯）特性导致的内源性雌激素和雄激素信号功能失调。此外，

雌激素和雄激素在脂肪组织代谢及其功能的调节中也发挥着关键作，雄激素缺少能导致肥胖、高血糖和代谢综合征患病

率的提高。因而高度怀疑具有类似内源性激素功能的外源性化合物 BPA 和邻苯二甲酸酯存在对肥胖、高血糖和代谢综合

征的潜在效应。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BPA 和邻苯二甲酸酯的内分泌干扰效应超出了传统的雌激素-雄激素受体介导系统，通过干扰

甲状腺和中枢神经系统，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相关途径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事实上，高浓度和

低浓度的 BPA 都可以抑制脂肪组织释放脂联素，刺激脂肪细胞和肝细胞积累甘油三酯，并上调参与脂质代谢、脂肪细胞

分化和炎症的基因的表达。这些效应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与雌激素受体信号介导的效应无关。低摄入量的 BPA 能显

著降低抗氧化酶（如谷胱甘肽还原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和提高成年大鼠的脂质过氧化，提示氧化应激可能

介导了 BPA 的一些效应 7,8。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可能会导致持续性失控的 PPARs 激活，诱导脂肪形成或炎症反应，促

进胰岛素抵抗和 2 型糖尿病的发展。包括 MEHP 和 MBzP 的邻苯二甲酸代谢物可以使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

（PPARγ）的配体和相关的脂肪细胞分化 16。MEHP 可以特异性地聚集 PPARγ共激活物和调节一系列 PPARγ诱导基因。

一些 DEHP 代谢物也有 PPARα的配体效应。PPAR 介导的功能在脂肪细胞分化、能量储存、氧化应激和炎症作用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17。 

环境荷尔蒙与 2型糖尿病相关的流行病学证据 

虽然越来越多的动物研究的证据表明，这些低剂量的化学物质可通过各种途径引起代谢紊乱，并存在潜在 2 型糖尿

病的发生风险，但只有非常有限的人群数据直接证实该关键性问题。Chapel Hill 专家组的最新评估结果预测人类的

BPA 暴露浓度可以使 95%以上的人产生生物活性 18。但是目前缺乏足够而可靠的人群研究资料证据。进行人群干预试验

在伦理学上是不允许的，因此观察性研究成为测量 BPA 和邻苯二甲酸酯对人群效应的最理想的方法。美国健康和营养调

查 3,19-22及中国人群的研究 23,24报道，尿 BPA 浓度与 2 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高及胰岛素抵抗之间是有显著关联的，2 型

糖尿病的优势比（OR）是 1.08～1.70。然而，由于研究数据来源于横断面调查，尚不能证明 BPA 与 2 型糖尿病之间的

因果关系。 

邻苯二甲酸酯对生长发育、生殖和呼吸系统健康的影响一直是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虽然邻苯二甲酸酯抗雄激素和

甲状腺效应的假说以及实验数据都支持邻苯二甲酸酯在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中有潜在作用的观点，但仍缺少直接的流行病

学研究证据。一个成年男性的横断面研究显示，四种代谢物（MBzP、 MEHHP、 MEOHP 和 MEP）与腰围增加显著相

关，三种代谢物（MBP、 MBzP 和 MEP）与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增高显著关联 25。在 1999-2002 

年的美国健康和营养（NHANES）探索性横断面调查研究中，Hatch 等人在 4369 名 6～80 岁的研究对象中测定了 MEP, 

MBP, MBzP, MEHP, MEOHP 与 MEHHP，发现这些化合物与肥胖的关联存在年龄别和性别差异 2。然而，现有的研

究数据主要是描述性的或来自横断面的调查结果，难以进行因果推断，急需评估人群常见环境荷尔蒙 BPA 和邻苯二甲酸

酯暴露水平与 2型糖尿病发生风险关联的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的出现。 

文献引用省略，请在本刊电子版该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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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儿童的特点及识别 

                                                      孔学君医师，哈佛医学院以色列医院 

即使你不是儿科医生或学校老师，你也可能遇到过天才儿童，做过父母的人会对这方面比较的留

意。本文参考 Up to Date 谈谈对于天才儿童的特点及识别，旨在引导其发挥潜能并能健康成长。 

天才儿童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能，比如数学，音乐，运动等。另外，他们特别有好奇心和耐力并热衷于其感兴趣的领域。天才儿童并

不是单纯由 IQ 或某个测验所决定，IQ 的测验不能测出创造性及实际能力。美国教育局和国家天才儿童协会的定义被普遍认可。美国教

育局的定义是：儿童或少年与相同年龄经历或环境的儿童少年相比具有极为杰出的才能或潜能，表现在智力，创造力，艺术能力，特

殊的领导才能，或在某个学科极为优异。这些天才来自各个文化背景，经济状况而且可以表现在各个领域。 
 
天才（Gift）是与生俱来的技能，如不发展就不得显现，才能（Talent）是天才发挥出来的能力，是学习和经验的结果。 
天才分为三类： 
 
1，学校天才：指的是学术性的天才比如语言，数学，抽象逻辑思考） 
2，非学校天才：指的是非学术性的才能如音乐，艺术，舞蹈及领导力） 
3，双向天才：指的是天才合并神经发育，精神疾患或学习障碍） 
 
表现及特点： 
天才儿童可以表现天才的一方面比如早期语言发育（2 岁可以说很复杂的句子）；早期阅读及写作能力（一个学前班儿童可以理解阅读

或没有指导就写出句子）；学习成绩优异抱怨学校没意思（为什么让我一遍一遍的作这些）；特别的数学才能（自学成才，对于数字

感兴趣，比如自己就学会了乘法）；对某个领域具有浓厚的兴趣；公认的某个领域出众（绘画，音乐，运动才能等）。天才儿童多非

常上进，好奇，坚持并沉溺于自己有特长的领域。天才儿童也可以表现出在学校有问题，例如觉得无聊，注意力涣散，影响其他同学，

学习成绩不佳。天才儿童学习成绩不佳的原因有多种：怕失败，希望和同学看齐，不喜欢学校的学术气氛，学习习惯不良，存在学习

障碍，由于无聊而失望等。 
 
发育特点： 

1， 各方面优秀而且学东西快，天才儿童常常有特殊的语言，推理或幽默感，他们可以很快发挥他们的才能，理解某些概念或发

现概念之间的联系。年幼的儿童可能具有比他（她）大的儿童的交流能力所以喜欢和比自己年长者一起，而大些的儿童或少

年会埋怨学校无聊。 
2， 发育不均衡，天才儿童可以在某些方面杰出而另外一些方面却处在平均或低于平均水平。比如可能具有不凡的数学才能，动

手能力或推理能力，但阅读或手写能力一般或比一般人差。 
天才小孩可能具有不均衡的智力，社交能力及情感发育。一个 4 岁的孩子可以具有 8 岁小孩的智力但是与年龄相当的社交能力，这使

得他们很难找到朋友或玩伴，这就导致失望及沮丧。 
 
情感特点：在智商超过 160 的天才情感问题比一般人群高 2 倍，他们很难找到朋友，情感比较脆弱。他们难以接受失败，追求完美，

他们对于批评意见很敏感，情绪比较容易激动，发脾气，他们会因为与众不同而觉得孤立无援，感到无法被人理解。 
 
社交特点：偏内向，不合群，追求自己的兴趣，自我中心，喜欢与年长者做朋友，对于不平事难以接受。 
 
行为特点：注意力不集中，办事不调理，常常提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过度沉湎于自己的领域，不关心他人，冷漠，有创意的实验自

己的想法，生活不规律，可能整天在做一件事，之后又似乎无所事事。 
 
合并症及鉴别：天才儿童可以合并学习困难，多动症，自闭症，焦虑症或抑郁症。这时候很难鉴别天才特点及合并的情况，如上提到，

这种情况叫做双向天才。 
1， 合并学习障碍，有时很难鉴别。这些小孩发育不均匀，需要及早发现天才的领域及有困难的领域，针对性实教。 
2， 合并多动症，可以是天才儿童的某些特定情况的表现也可以是可并多动症，有时是程度上的差别。如果多动症得以诊断一般

要服药。而天才本身的注意力分散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学习材料来改善。 
3， 行为问题，许多天才儿童具有行为问题，因为他们难以自我调节内心的矛盾，出现的行为问题很像一些精神疾患的症状，需

要鉴别，程度上还是不同。 
4， 自闭症，天才儿童可以合并自闭症，没有自闭症的天才儿童所表现的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热衷及执着也常被误认为是自闭症。

重要的鉴别是没有自闭症的天才儿童能以解释为什么选择追求自己的兴趣而限制自己的社交活动，他们的沉溺行为可以是一

时性，有时会给自己休假一段时间。他们很喜欢社交，但可能对于选择朋友会比较挑剔。而合并自闭症者却是真正缺乏社交

兴趣，过度的沉溺在很狭窄的兴趣领域。社交的障碍影响在学校，家庭及社区的正常运行。这种鉴别需要专业人员的测试。

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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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者可能会有很单一的语言特点，不能容忍环境的任何变动，不理解幽默，运动功能较弱，缺乏对于社会关系及情感的

见识，重复刻板的行为。 
 

对于天才儿童的鉴定 IQ 还是一个用的最多的方法主要测定语言能力，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但不包括创造性及实践能力，可以用

其他方法测定。IQ 的测定有其不少限制，所以在解读时要注意。 
 
初级天才：IQ 115 至 129 （2.5%）包括学习能力及社交能力 
中级天才：IQ 130 至 144（1%） 
高级天才：IQ 145 至 159（0.13%） 
超级天才：IQ 大于 160（0.003%） 
除了 IQ 测定，还有其他定量的测定比如从天才小孩的教育历史，作品的样品，报告卡，老师推荐等。 
 
识别天才儿童的几项注意： 
1，有的小孩由于文化背景或羞怯可能不愿意在老师或同学面前表现自己的天才 
2，语言的障碍可能会掩盖好奇心或限制学生的表达能力。 
3，有时老师或成人反而把天才儿童当成问题儿童。 
4，天才被合并的学习障碍及其他病症所掩盖。 
 
如何识别天才儿童并使其潜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是需要长期的努力。早期开发，家长支持及鼓励，得力的老师，维持其兴趣及成

就感。避免出现无聊，抑郁，成绩下滑，缺乏挑战，伤及自尊及不良学习习惯。对于天才但有学习障碍及其他合并症的人群要及时鉴

别，对于天才的方面加以引导促进，对于较弱的方面要补习辅导。对于他们的情感脆弱要及时心理咨询，疏导，增加其承受力。 
 

 

       胎盘异常与高自闭症风险有关 

                                                    赵京雁 博士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已经研究出如何通过婴儿出生时胎盘的异常来衡量他/她将来发展

为自闭症的风险，以便实现对这种发育障碍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这项研究结果在生物精神病学 
（Biological Psychiatry）的网刊上发表。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中心数据，在美国每年每 50 名儿童中就有一名被诊

断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但诊断通常是在这些孩子 3〜4 岁或以上是确定的。到那时，最好的

介入机会已经失去了，因为大脑在生命的头一年对介入治疗是最有反应的。 

 

耶鲁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及生殖科学的研究科学家，资深作家 Harvey Kilman 博士，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MIND研究所

的研究合作者们已经发现，胎盘异常的褶皱和称为滋养细胞夹杂（trophoblast inclusions）的异常细胞增长是识别新

生儿自闭症风险的关键标记。 

 

Kliman 和他的团队研究了 117 名高风险的家庭的婴儿的胎盘，即那些先前有一个或多个孩子患自闭症的家庭，这些家庭

在参与一项名为“婴儿自闭症风险的标记 - 学习早期征兆”的研究。 研究者将这些高风险组胎盘和由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的研究人员从同一地理区域收集的 100 例对照组胎盘进行了对比发现， 高风险组胎盘有多达 15 处的滋养细胞夹杂现

象，而没有任何一个控制组的胎盘有多于两个的滋养细胞夹杂。 Kliman 说一个有 4个或更多滋养细胞夹杂的胎盘可保

守预测婴儿患自闭症的风险概率是 96.7％。 

 

目前，最好的自闭症风险的早期标志物是家族史。一对有一个自闭症患儿的夫妇有 9倍可能有另一个患有自闭症孩子。 

Kliman 说当这些高风险家庭接下来再有孩子时，他们可以采用早期干预策略来改善预后， 而令人遗憾是，对那些没有

已知遗传风险的夫妇，他们必须依赖于识别可能到孩子 2到 3岁都不明显的早期标志或指标。  

 

Kliman 补充说：“我希望通过检查出生时的胎盘来预测自闭症风险能成为一项常规检查，作为这项检查的结果，有滋养

细胞夹杂现象增加胎盘的孩子将得到早期干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本文编译自： 

环球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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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Y. (2013, April 27). "Abnormal Placentas At Birth Reveal Increased Risk For Autism." 
Medical News Today. http://www.medicalnewstoday.com/releases/259653.php. 
 

 

      表观遗传对自闭症的影响 

                          赵京雁 博士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们已经通过研究具有完全相同基因但不同的自闭症特征的双胞胎

确定了涉及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表观遗传变化的模式。这项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 
（Molecular Psychiatry）杂志的研究，是同类型研究中最大的， 或许可以揭示环境影响

调 节某些基因的活性，从而造成自闭症及相关行为特征发展的生物机制。 

 

在英国每 100 人中就有 1人受 ASD的影响，而这种谱系性的失调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不同。自闭症的人通常在以下三种

领域有不同程度的减值：社会交往和了解的能力的缺失，重复的行为和兴趣，以及在语言与沟通发展的障碍。 

 

双胞胎研究的证据显示 ASD有一个很强的遗传的部分，而以往的研究表明指导大脑发育的基因可能涉及到这种失调。在

约 70％的情况下，当一个同卵双胞胎有 ASD时，另外一个也有。然而，另外 30％的情况下，同卵双胞胎患 ASD的情况

不同。由于同卵双胞胎有相同的遗传密码，这就表明了，非遗传的或表观遗传的因素也可能参与于其中。 

 

表观遗传变化影响基因的表达和活性但不改变 DNA的序列 - 他们被认为是环境与基因互动的机制之一。重要的是，表

观遗传的变化是潜在可逆的，因此就提供了开发新治疗方法的目标。 

 

研究人员研究了一种被称为 DNA 甲基化的表观遗传机制。 DNA 甲基化阻断驱动基因表达的基因序列， 使基因表达停止。

用来自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资助的双胞胎早期发展研究（TEDS）的 50 对同卵双胞胎（100 人）的样品， 他们

在基因组上超过 27000 个点检查了 DNA甲基化的现象。 在这些双胞胎中，34 对有不同自闭症或自闭症相关的特征，5对

双胞胎同时患有 ASD，还有 11 对完全健康。 

 

研究的第一作者， 来自国王学院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 Chloe Wong 博士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与自闭症诊断，相关行

为特征及症状加重程度有关的 DNA甲基化的特殊模式，我们的研究结果使我们看到了生物机制调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基

因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面。” 

 

一些遗传位点的 DNA甲基化改变发生在所有 ASD患者上，而其他遗传位点上的差异对应于具体的某些症状群。整个基因

组 DNA甲基化位点的数目也与自闭症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暗示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此外，一些 DNA甲基化标记的不

同点位于以往的研究中确定与早期大脑发育和 ASD相关的基因区域。 

 

国王学院伦敦的精神病学研究所和埃克塞特大学论文的的主要作者乔纳森·穆勒教授说：“因为危险环境条件有时是可以

被避免或改变的， 对遗传和环境影响之间交集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表观遗传的改变是潜在可逆的，所以我们的下一步

是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以识别对大多数自闭症患者常见的关键的表观遗传变化，帮助我们发展可能的治疗干预。” 

 

资助了这项研究的 Autism Speaks 的环境和临床科学高级总监 Alycia Halladay 博士说：“这是第一次采取了全基因

组方式的大规模研究， 研究表观遗传在具有完全相同基因但不同症状的双胞胎中的影响。 这些发现开启了除了遗传因素

外，表观遗传对自闭症发展影响的未来发现的大门。” 

 

本文编译自： 
London, K. (2013, April 25). "The Role Of Epigenetic Influences In Autism." Medical News Today. 
http://www.medicalnewstoday.com/releases/25953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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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波士顿爆炸案想到的 

          孔学君医师 

近期发生的波士顿爆炸案致使 3 人死亡，260 人受伤，震惊全球。 

波士顿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城，著名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就座落在这个美丽的海港。笔

者居此 23 年之久一直享受着这里的文化，祥和及恬静。2013 年 4 月 15 日是个阳光灿烂的四月天，

适逢美国的爱国日喜庆独立战争 300 周年，处处洋溢着节日气氛。位于市中心的查尔斯河畔更是

热闹非凡，历史悠久的一年一度的马拉松赛在这里进行，附近的街道封锁，马路两边早就站满了

观赏助阵的人群。突然两颗炸弹在终点线附近爆炸，使这座毫无准备的城市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血

的洗礼。3 名殉难者包括来自中国的 23 岁波士顿大学留学生吕令子，一位 8 岁男孩及一位 29 岁的

女子，伤者包括许多需要手术及截肢，如临沙场，其惨状令人颤然。 

据报道，这场惨案的肇事者竟是年仅 26 岁及 19 岁的两兄弟，他们是采用自制的高压锅炸弹，携带背包放在现场，并准备去纽约时代

广场继续犯案以造成更大的伤亡。26 岁的哥哥案发 4 天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枪杀一名校警，在与警察对射过程中弹身亡，而 19 岁的弟

弟身受重伤被活捉归案。他们还枪射一名警察使其重伤，是日波士顿六城戒严，气氛异常紧张。 

这哥俩是自小来自车臣的移民，12 年前哥哥 14 岁弟弟 7 岁随父母及两个姐妹举家移民美国，全家曾享受美国政府救济金，他们在美

国接受了免费的中小学教育，哥哥有妻子有女儿近年也领过美国救济金，练过拳击还得过奖，弟弟上大学前还领过政府奖学金，他们

原本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和前程，为什么选择害人害己的举动？为什么如此痛恨养育他们的美国？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去伤害救济过

他们的无辜纳税人呢？实在令人深思和费解。对于他们的作案动机众说纷纭，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

常常会想到背后的生物学及心理学因素，罪犯是不是有什么生理或心理方面的问题，最近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两篇文章很有启发意义。 

精神病学家对凶犯大脑的研究 

波士顿的精神科医生迈克米勒近日提出希望得到已死亡凶犯的大脑标本，探索其犯罪的生物学线索。他认为尽管犯罪的动机有政治的，

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但是我们常常忽视了生物学因素，他认为这位 26 岁凶犯的作案可能和他拳击生涯中的慢性损伤性脑病导致的抑

郁及攻击性行为有关。他希望神经科医生有机会可以检查其大脑，可能为暴力生理学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迈克米勒医师是哈佛医学院

精神病系助理教授。他所就职的以色列医院是哈佛医学院主要附属医院之一，这次爆炸案发生后该院的救护队在 5 分钟内赶到现场，

众多伤员都在该院救治，两名凶犯也被送至该院医治，26 岁的凶犯在该院宣布死亡。“慢性创伤性脑病”（CTE）是一种退行性大脑

疾患，它影响人的判断力及对于冲动的控制，容易产生攻击性行为。波士顿大学的研究者曾就 68 例死亡的军人及运动员，包括 8 名拳

击运动员的大脑进行研究，并找到此脑病的依据。这种脑病像巴金森病，老人痴呆及路该瑞病一样可以有记忆力减退，意识模糊及精

神抑郁。2013 年 1 月一名 20 岁青年罪犯在康州开枪打死某小学 26 人包括 20 名儿童而后自杀。尸检时却没有发现他的大脑有什么异

常。但米勒医生提到 1966 年有一名德州杀人犯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及 17 名无辜的陌生人，他的大脑尸检显示大脑肿瘤压迫杏仁

核，这个区域调控我们的情感。米勒医生说尽管我们的行为具有生物学基础，但是我们仍然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编译自 Katie 
Moisse， Boston Globe 4/29/13） 

波士顿爆炸案    犯罪背后的神经精神问题 

对于这次事件的二号凶犯也有很多疑问，不少人认为他是受其哥哥的教唆和影响。一个 19 岁青少年移民本来有着很好的前程，刚上大

二，却在一个阳光灿烂的节日来到大街上，跟随他的哥哥去杀伤大量的无辜者。他的父母不在身边，他的哥哥可能早已充当了其父亲

的角色而对于他的影响一定很大。很相似的是 2002 年另一个 17 岁的青少年在华盛顿杀害了 10 人，也是受了父亲形象的同案犯的影响。

法医心理学专家指出许多精神问题会使一个看上去很聪明或正常的年轻人受到一个父亲形象的唆使而犯罪。两兄弟的叔叔认为 19 岁的

焦哈尔很可能是被其哥哥利用。俩兄弟的父母离婚而且于 2010 年离开美国，恐怕对他的精神是很有影响的，使得他与哥哥更亲近，而

易于受到哥哥的影响。移民常常靠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使他们避免孤单。26 岁的哥哥也表示他没有一个美国朋友，一种空虚感很容易让

人陷于某种难以自拔的境地。这个哥哥在 2009 年曾因为殴打前女友而被拘留过，弟弟则没有过犯罪记录而且貌似正常。 

2002 年的少年凶犯 Malvo 是一名来自 Jamaican 的移民，他 5 岁时被父亲遗弃，在母亲的打骂下长大。他把 41 岁的同犯 John  Allen 
Muhammad  视为父亲。在最初事发时他竟想承担所有的责任。该文作者 Deborah  Kotz 认为显然 Malvo 被 Muhammad  洗脑正如焦哈尔

被其哥洗脑一样。焦哈尔的律师可能会寻求某种心理测定可能找到其心理精神缺陷，这样焦哈尔有可能避免死刑。哈佛医学院精神与

本刊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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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创始人精神病专家指出：有一种情况叫做交互妄想状态，指的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存在妄想最终将另一个拉入其妄想

系统。通常起主要作用的一个先产生妄想并进入状态，然后影响较弱的一个产生同样的妄想。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这哥俩的情形，但他

认为值得进一步探索。他认为这种可能是有的，哥哥首先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孤独者，痛恨美国直至陷入妄想状态然后致使他蓄意滥

杀无辜，而弟弟被洗脑而陷入同样的妄想状态成为同犯。这样理论可以解释哥俩为什么在作案后没有马上逃跑，他们可能还幻想着他

们的上帝一定会关照他们。东北大学犯罪学教授 James  Alan  Fox 指出，他们也可能知道杀人是错的，但他们对于对方的忠诚超过了对

和错的感觉，哥哥需要弟弟的崇拜，而弟弟需要哥哥的认可，他们狼狈为奸，Fox 教授认为不确定他们如果是单个人是不是会干出这

样的罪孽。（编译自 Deborah Kotz ， Boston Globe 4/29/2013） 

总之精神卫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要注重精神修养，保持良好的心态，关怀他人，

慈悲为怀，形成社会的良性循环。作为医务工作者应及时发现某些身体疾患所引发的精神问题，寻求精

神心理疾患的生理学依据，防微杜渐，不仅作捍卫健康的白衣天使，而且做化解心结的社会卫士。 

 

       群英聚焦常见病，哈佛礼堂尽争鸣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 2013 年常见病春季会议纪实 
 
                                                  牛江河博士 
 
为时一天的美中医学交流学会（ACMES）2013 年春季医学讲座—常见病系列之四于 2013 年 4 月 7

日在哈佛医学院 Dana Farber 癌症研究中心大礼堂成功举行，先后 8 位各领域专家讲演，百余位当地医生及医学研究人员出席，历时一

天。ACMES 医学部主任刘昭医师作了开场发言，ACMES 会长孔学君医师为大会作了结束发言，主持会议的还有林旭医师，周人志医

师，王浩医师，詹卉医师，刘树柏博士及陆平博士。 
 
哈佛医学院副教授，贝斯以色列医学中心心血管生理核心部主任 Peter M. Kang 医师在讲座中的发言主题是心血管病的现有和新兴治疗。

Kang 医师的比较医学图形表示出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1960 年的 33 岁增加到 2000 年的 72 岁 （增幅 39）；美国相应的是从 1960
年的 68 岁增加到 2000 年的 76 岁（增幅 8）。 心血管疾病是美国人的第一杀手，而只

是中国人死亡的第三位原因。心脏衰竭，作 为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对其的治疗

一直都在演变，新兴的心脏衰竭治疗方法包 括使用基因组分析（GWAS），高通量

筛选，更换干细胞，纳米技术治疗等。 
 
布莱根妇女医院内分泌，糖尿病和高血压科 主治医师 Margo Hudson 医学博士在讲

座中宣讲了对二期糖尿病患者启动和调节胰 岛素治疗，及何时开始、怎样继续以及

何时结束胰岛素治疗。另一位在布莱根妇女 医院新生儿科工作过，现任 Harvard 
Vinguard 小儿科主治医师的蒋可怡医学博士 是两个女儿的母亲，所以她在讲述婴幼

儿营养时很有体会，连照片都是用的女儿的 照片。 
 
风险管理和优化慢性疼痛治疗的主题由健康联盟医院医学教育主任，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家 Edison Wong 医学博士讲解。他首先立论说

要管理好风险就要正确认识风险的等级。在解说了风险等级分类标准后，Edison Wong 又分别介绍了 52 岁有十年骨盆疼痛的 Sally，42
岁有 5 年慢性腰背痛的 Jim，59 岁有肺癌史的 Steve, 他们的症状，病史，家族史，然后启

发听众对他们的疼痛进行分类，有如临场考核，紧

张生动，趣味盎然。听众普遍反映在欢乐中学

习了知识，收获颇丰。 
 
严重败血症和败血性休克治疗的最新理念是贝

斯以色列医学中心重症监护科主治医师刘沛昌

医师的演讲主题。刘医师的经验是面对病人的

休克不妨总是假设病人是败血性休克，防患于

未然，在临床知识之外也传播了严肃认真的医

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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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波士顿儿童医院遗传学诊断实验室主任吴柏林博士主要讨

论的是从临床角度看新一代基因测序时代。他笑称一千美元的基因测序，可解决

一百万美元的问题。他们的侧重点不是整个基因群，而是有临床意义的基因。他

预测在 2050 年之前，科学界可望获得真正个性化的基因。 
 
中国元素也渗透在了这次学术会议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胡凯文

医师的绿色疗法报告的一些观点就很有中国医学的特色。他认为对于肿瘤，西医要的是“根治”，所以手术要“彻底”，多挖，深挖病人的

周围组织，因而年龄大的不能手术，体质弱的不能手术。中医讲究的是“姑息”治疗，寻求“共存”机会。对患体区别对待，对肿瘤的核

心确凿部分进行手术，对一些只有零星癌组织的地方，不动它，而介于两者之间的部分，则留待观察，若有必要，还可以做第二次，第

三次。很多时候，拿掉了最“恶劣”的部分后，其余部分往往会自动痊愈，谓之“十去其六”。医治并不一定要全身彻底治疗，全身治疗往

往导致肿瘤与机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易使治疗陷入困境，因为恶性肿瘤与机体同生共损—与机体血脉贯通。胡医师肿瘤治疗技术的

融合与创新骨水泥成型术氩氦 冷冻，应用动脉泵的中药介入微创综合等治疗

极其成功地使无数病人少疼痛，快治愈，延长寿命。胡医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

者的极大兴趣，有的问怎样治病，有的询问所涉及的政策，有的追问统计数字，

气氛盎然。最后学会和胡医师均期待以后再度合作。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健康与人口部中国项目主任刘远立博士为大会作的发言

是有关中国的医学职业性。刘远立博士团队在中国医学院院长的调查分析指出，42%的中国医院院长认为

医学院毕业学生的知识水平越来越差，70%的院长认为医学院毕业学生的临床技能越来越差，54%的院长

认为医学院毕业学生的工作态度越来越差。另有研究表明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国医生仅只 40%，把经

济利益和个人发展放在首位的占了 60%。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紧张，互信流失。另外，72%的院长们不愿意他们的子女学医。如何改进，

刘主任认为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医疗体制上。就是对医生群体的要求与报酬有所脱节。没有回报，只期待要求医护人员的职业性表现是不

现实的。他分别从医生本身和社会两个角度阐述了对改善这一社会现象的个人看法。 
 

这次大会的开始和结束都是有关肝脏疾病，演讲者都是这一领域里的优

秀专家。大会上午第一个发言的是麻省总医院肝移植项目主任，胃肠科

副主任 Raymond Chung 医师，他介绍了肝性脑病的最新进展。肝性脑病

是肝硬化的主要并发症之一，患者的存活率在所有肝病中最低，而其发

病率则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更严重的是大多数患者病没有结束预防复发

的治疗。他着重解释了为什么预防性治疗尤其重要以及如何做。 
 
当白天的讲座圆满结束后，晚间的丙肝讲座在附近的会议室紧接着进行。哈佛医学院副教授，贝斯以色列医学中心肝病研究中心主任刘

丹阳医师主讲了慢性丙型肝炎的治疗方法，参与的医护人士可以由此获得继续教育学分。几种肝炎病毒有对人群的选择性，如乙肝容易

找上亚裔，丙 肝似乎“亲睐”
西班牙族及美 国人，刘教授

专业地详细介 绍了有关抗丙

肝病毒的实验、 研究、文献以

及如何保持对 病人的治疗。 
 
美中医学交流 学会一年一度

的春季常见病 讲座系列之四

成功举行，明 年的讲座将会

是更加实用、 前瞻和丰富，

请继续关注我 们的信息 

www.acmes.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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