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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英国医学杂志的网站上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几种静脉栓塞的
预防方法。研究发现，维生素K拮抗剂和利伐沙班 (rivaroxaban)
均增加出血风险 (BMJ 2013 Aug 30; 347:f5133)。

2 . 循环杂志的网站一项研究比较了使用不同的抗栓方案的病人
消化道出血风险。比较于单药治疗，抗凝 -抗血小板双重疗法，
阿司匹林 - 抗凝双重疗法和阿司匹林 - 抗凝 - 抗血小板药物三联
疗法均增加胃肠道出血，输血和住院的风险 (Circulation 2013 
Sep 11; (e-pub ahead of print)。

3 . 在 8 月 20 日内科医学杂志的一项队列研究中，研究人员
分析了慢性肾脏病人的血压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收缩压 155
毫米汞柱，舒张压 87 毫米汞柱时病人的死亡风险最低 (Ann 
Intern Med 2013 aug 20; 159:233)。

4 . 英国医学杂志的网站一项前瞻性纵向队列研究数据分析表明，
每周食用等于或大于3份一定水果，包括蓝莓，葡萄，苹果和香蕉,
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 (BMJ 2013 Aug 29; 347:f5001)。

5 . 九月的糖尿病护理杂志一项双盲研究，将使用二甲双胍和磺
脲类的患者随机分到 canaglifozin 或西他列汀 (sitagliptin) 附
加治疗。较于接受西他列汀的患者，接受 canaglifozin 的患者
生殖器霉菌感染可能更大，体重减轻更大 ,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降
低更大 (Diabetes Care 2013 Sep; 36:2508)。

6 . 在八月号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中，研究人员比较了用甲氨蝶
呤单药和联合治疗早期进行性类风湿关节炎。研究人员发现，
二者疗效相似 (Arthritis Rheum 2013 Aug; 65:1985)。

7 . 在八月的过敏和临床免疫学杂志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比较
了轻度至中度成人哮喘与重度哮喘。他们发现 , 中性粒细胞计数
升高，鼻息肉和鼻中隔嗜酸性粒细胞在重度哮喘患者中较为常
见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13 Aug; 132: 336)。

8 . 在 10 月 8日发行的循环杂志上，研究人员评估了单光子发
射计算机断层心肌灌注显像结果。异常发现可预测患者的主要
不良心脏事件 (Circulation 2013 Oct 8; 128:1634)。

9 . 9 月 3日的美国心脏病学院杂志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比较了心
脏衰竭患者发生癌症的危险。在调整了吸烟，身体质量指数和
其他合并症后发现 , 心脏衰竭患者发生癌症的危险升高 , 患癌症
的心脏衰竭患者死亡率升高 (J Am Coll Cardiol 2013 Sep 3; 
62:881)。

10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一项荟萃分析评估了贫血患者补铁疗法。
与口服补铁相比，静脉补铁使血红蛋白浓度的增加更多，感染
风险增加，减少输血 (BMJ 2013 Aug 15; 347:f4822)。

11 .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评估了尝试戒烟者
患抑郁症和自我伤害的风险。与尼古丁替代疗法相比，安非他酮 
(Bupropion) 和伐尼克兰 (varenicline) 治疗并不增加抑郁症和
自我伤害的危险性 (BMJ 2013 Oct 11; 347: F5704)。

12 . 10 月 16 日骨关节外科杂志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接
受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前存在其他关节疼痛 , 对膝盖替换术
后 6个月的整体生理功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J Bone Joint Surg 
Am 2013 Oct 16; 95:1833)。

13 . 10 月 17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患者随机接受噻托溴铵 (tiotropium) 干粉（药物吸入
器）或细水雾（ RESPIMAT ) 治疗。 2年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
两组之间总体心血管事件并不显著 (N Engl J Med 2013 Oct 
17; 369:1491)。

14 . 9 月 25 日 JAMA一项研究 , 不支持每 2年的骨密度筛查 
(JAMA 2013 Sep 25; 310:1256)。

15 .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评估了牛皮癣
患者患慢性肾脏病（CKD）的风险 。他们发现，重度牛皮癣
患者患慢性肾脏病和终末期肾脏疾病的风险增加 , 慢性肾脏病
发病率随着率牛皮癣的严重程度而增加 (BMJ 2013 Oct 15; 
347:f5961)。

16 . 10月15日美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
用于检测结核暴露的γ- 干扰素释放试验假阳性率较高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Oct 15; 188:1005)。

17 . 在儿科杂志网站上一项回顾性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儿
童和青少年的心源性晕厥和血管迷走性晕厥事件。发现心源性晕
厥与异常心电图 , 异常体检及劳力性晕厥有关 (J Pediatr 2013 
Aug 27; (e-pub ahead of print)。

18. 9 月 3日内科杂志的一项研究，将腕管综合征患者随机分到
甲基强的松注射或安慰剂注射。接受甲基强的松龙注射的患者
在 2.5 个月时，症状评分较低 (Ann Intern Med 2013 Sep 3; 
159:309)。

19 . 十一月外科年刊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于空肠Roux-en-Y
胃旁路术，袖状胃切除术30天的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Ann Surg 
2013 Nov;258:690)。

20 . 在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多中心研究中，研究人员将无
并发症的急性支气管炎患者随机分配 , 接受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 
(amoxicillin-clavulanate)，布洛芬 (ibuprofen)或安慰剂治疗。
与安慰剂相比，抗生素及布洛芬均不减少病程 (BMJ 2013 Oct 
4; 347:f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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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岁以上成人如果没有出血倾向，建议服用小剂
量的阿斯匹林 75-100 毫克。因为临床随机实验证实其预
防心梗的功效，而长期服用还可以预防总体癌症发病率。
一项 1000 名 60 岁的成人经历了 10 年的随访，服用小
剂量阿司匹林者比对照组死亡少6人次，心梗少19人次，
癌症少 14 人，但出血事件多 16 人。当然有人会担心出
血而选择不用。建议权衡利弊后决定。
 对 于 急 性 冠 状 动 脉 缺 血 综 合 症， 使 用
Rivaroxaban 是有益的，这在 Atlas2ACS-Timi51 临床
实验证实。欧洲医学机构证实了 2.5 毫克对于预防已有冠
心的二级预防价值。现建议已经在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及
Clopidogrel 双重的抗血小板药物冠心病者，应考虑加用
Rivaroxaban 2.5 毫克每日两次服用一年，当然如果有出
血倾向者要慎用。
 对于已经在服用华法令者需要心脏植入电装置（起
搏器或除颤器）时，建议继续用华法令，而不要换成肝素。
临床实验表明这样的话术后出血几率很小。一项 681名高
危病人的临床实验，使用华法令相比过度为肝素者术后局
部血肿几率大大减低。
 美国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协会近期颁布关于宫颈涂
片异常的临床指南的修正，对于 21 至 24 岁结果为 AS-
CUS 及 LSIL，不需查HPV也不需做宫颈活检，只需要在
12 个月复查宫颈图片；25 至 29 岁 LSIL 者直接做宫颈
活检不需做HPV；30 岁以上者 LSIL 而 HPV阴性，建议
12个月复查宫颈图片及HPV而不必做宫颈活检，LSIL 而
HPV阳性则做宫颈活检。
 乳腺癌的病人有过度表达 HER-2 者适用于相关
的有效靶治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及美国病理学会重新在
2013 年重新定义了HER-2 阳性，即肿瘤细胞 10%染色
阳性，而不是以前的 30%。另外，HER-2 与 17 染色体
核探针的比率（HER-2/CEP17）超过 2.0（以前是超过
2.2），平均每个细胞在 6个或以上信号表达（以前是 6
个以上），可以看到HER-2阳性的范围较以前有所扩大，
这样可以是更多病人得以有效的靶治疗的机会。
 病人长期服用非选择性的非固醇类解热镇痛剂
（NASID）可以导致心血管疾患并增加心血管突发事
件的危险。 建议使用 Naproxen 而不是 Ibuprofen 或
Diclodenac。 大多数NASID增加主要心血管事件的几率， 
临床实验表明，高剂量的Diclodenac 或 Coxib 可以增加
主要心血管意外（非致死的心梗，中风，或血管病变）约
40%，高剂量 Ibuprofen 可以增加主要冠状动脉意外但
不增加血管事件， 高剂量 Naprosen 没有增加心脏或血
管的死亡。所以说Naprosen 相对安全。

最新临床进展拾遗

孔学君医师，内科

 晚期复发性宫颈癌已经没有手术机会者，建议用
化疗加血管生成因子抑制剂Bevacizumab作为一线治疗，
这个建议是基于GoG240 临床实验的结果，450 名妇女
随机分到单独化疗或加用 Bevacizumab 组，复合组大大
增加总体存活率，当然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复合疗法也增
加了合并高血压，瘘管形成，出血，血栓的合并症。
 丙型肝炎的治疗有诸多突破，基因组 1型的治疗
仍然基于 Peginterferon，ribavirin， 和一种直接作用的
抗病毒药（DAA）。Sofosbuvir 是一种丙肝多酶抑制剂，
Simeprevir 是一种丙肝蛋白酶抑制剂，这两种药都已经
在美国上市用于治疗丙肝基因 1型，比早期的其他药物如
telaprevir, boceprevir 的反应性好，副作用小，治疗时
间短。 但 1型的治疗仍然包括 Interferon。 而对于基因
2型及 3型，完全可以不包括 Interferon 了。基因 2型
建议用 Sofosbuvir 和 ribavirin 的复合治疗 12周而不是
Peginterferon24 周；对于基因 3型建议用 Sofosbuvir
和 ribavirin 的复合治疗 24 周而不是 Peginterferon24
周。Sofosbuvir 的引入，提供了有效，口服，副作用小
的药物代表了丙肝治疗的里程碑，尤其是 2型 3型丙肝患
者。而对于 1型丙肝患者去掉 Interferon 的方案为时不
会太远。
 大家都知道慢林白血病多发于老年人，没有标准
的治疗方案。慢性淋巴白血病老年人如有症状应予治疗，
2013 年秋天美国的 FDA批准了抗 CD20 的单克隆抗体
Obinutuzumab 合用 Chlorambucil，由于其临床实验证
据，可以延缓病程进展，增加存活率，并可以引起最佳的
治疗反应。现在建议Chlorambucil 加上 Obinutuzumab
而不是单独用前者，fludarabine 的化疗方案或其他化疗
药。Obinutuzumab 的主要副作用是静脉输液反应，白细
胞减低，血小板减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副作用是激
活慢性乙肝的危险。
 高危人群的HIV 预防也有进展，一项 2413 人参
与的实验包括了HIV 阴性但具有高度危险因子者（多性同
性或静脉吸毒），预防性服用 Truvada 可以导致减低HIV
风险 49%。
 对于孕妇的疟疾预防问题，以前是两剂药，现
改为三剂药，临床实验显示三剂可以更大程度的预防低
体重儿发生，降低疟疾传播，改善预后。预防用药为
Sulfadoxine Pyrimethamine 三剂孕期间歇使用，适于
疟疾中发及高发区的孕妇。

   摘译自Up to date 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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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薇医师，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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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血脂异常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尤其血胆固醇水平与动脉粥样
硬化、冠心病、脑中风及外周血管病的发病有密切关系，大量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均已证实
积极控制胆固醇水平可明显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发生发展、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
生率和死亡率。
 既往各国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冠心病治疗、心血管病预防指南均提出，血脂管理首先
要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根据患者的血胆固醇水平、心血管疾病患病情况、危险因素等综合
评估，将患者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然后根据危险分层决定是否针对胆固醇主要
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坏”胆固醇）和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 HDL-C）
采取治疗，以及他汀类药物治疗后应达到的 LDL-C、non HDL-C 目标值。
而 2013 年 11 月美国心脏病学会（ACC）与美国心脏学会（AHA）联合制定的《2013 ACC/
AHA控制胆固醇降低成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指南》与以往指南不同，其最大变
化是取消了 LDL-C 和 non HDL-C 的特定推荐目标值，也就是说，对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的患
者不再推荐 LDL-C低于 100mg/dL( 针对高危患者 )甚至 70mg/dL（对极高危患者）的目标值，
而是明确指出从他汀类药物获益的人群及其用药强度。新指南要点如下：
 1. 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控制血脂异常以减少未来卒中及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基石。
 2. 明确他汀类药物是调脂治疗减少心血管病事件的第一推荐药物，推荐四类人群应接
受中等或高强度他汀类药物治疗作为心血管病的一级、二级预防，这四类他汀类药物受益的
人群包括：
 1） 年龄≤ 75 岁、有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包括冠心病、缺血性卒
中、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外周血管疾病，推荐采用高强度他汀类药物治疗，
使 LDL-C 水平至少降低 50%，除非存在禁忌证或出现不良事件。对于 >75 岁的心血管病患者
可以考虑中等强度治疗；
 2） LDL-C 水平≥ 190mg/dL 的患者应首先检查有无继发原因，对于≥ 21 岁的 LDL-C
水平≥ 190mg/dL 的患者包括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治疗推荐高强度他汀类药物治疗，使
LDL-C 水平至少降低 50%，除非不能耐受；对不能耐受高强度他汀药的患者，也建议给予可
耐受情况下最大强度治疗，之后可以考虑联合应用非他汀类药物以使LDL-C水平进一步降低，
但要评估综合效益和药物安全性；
 3）年龄在 40 ～ 75 岁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如果 LDL-C 水平在 70 ～ 189mg/dL 之间，
也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证据，推荐采用中等强度他汀类治疗，使 LDL-C 水平降低
30% ～ 50%；如果 10 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 >7.5%，则建议采用高强度他汀
类药物治疗；对于<40岁和>75岁的患者则要综合评估患者的可能获益、副反应以及患者意愿。
 4）对于 40 ～ 75 岁、LDL-C 水平在 70 ～ 189 mg/dL 之间，既无心血管疾病证据，也无
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计算 10 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 >7.5% 的患者，推荐采用
中等或高强度他汀类治疗。如果其 10 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 5%～ 7.5%，则
医生与患者商议，评估获益与可能的不良反应来决定是否给予中等强度他汀类药物治疗。

2013 年血脂管理指南新变化

许海燕医师，心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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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女性以及年龄 >75
岁的无临床心血管疾病患者，是否可将他汀类药物作为一级预防
降低风险还存在争议。 
 高强度治疗：建议瑞舒伐他汀 20—40mg 或阿托伐他汀
40-80mg。中等强度治疗，建议瑞舒伐他汀 5—10mg 或阿托伐他
汀 10-20mg 或辛伐他汀 20-40mg，普伐他汀 40-80mg，洛伐他汀
40mg, 氟伐他汀每天 80mg，匹伐他汀 2-4mg。
 因此，新指南对不同患者推荐中等强度或高强度他汀类药
物治疗，以及相应的各种不同他汀类药物的剂量，通俗地说是“弃
目标，选强度和剂量”。由于无足够证据支持其它非他汀类降脂
药物能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并考虑到这些药物的潜在副作用，故
不常规推荐这些非他汀类药物用于心血管病预防。
 3. 将全面风险评估体系应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
一级预防，推荐应用新的汇总队列风险评估公式以预测未来 10 年
心血管风险；推荐他汀类药物明确应用于高风险并可以从该治疗
中明显获益的人群；在临床实践中，建议医生和患者在启用他汀
类药物前先进行商讨。
 4．强调个体化治疗。特别关注他汀类药物的安全性，严密
监测大剂量、长期应用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尤其是肌肉的副
作用，对服用多种药物、既往有肌肉疾病、肝病病史、肝功能异
常患者、以及老年人更要考虑药物的安全性，对亚裔人群也要注
意监测和调整剂量。具体临床实践中要评估每个患者应用他汀类
药物的净效益（获益及不良反应）。因此不再强调过去的“胆固
醇越低就越好”的口号。
 新指南引起了心血管学界颇多争议，有人认为取消降脂目
标值过于武断。普遍认为强化降脂治疗不应等于强化他汀剂量，
一味地推荐固定高强度高剂量他汀药而没有考虑人种、地域、合
并疾病、基线 LDL-C 水平的差异，以及长期大剂量服用可能带来
的副作用，也过于激进。已有研究表明，他汀药剂量加倍，疗效
只增加 5-7%，反而可能增加了药物的毒副作用。所以，虽然新指
南出台，医生和患者也要客观地看待，尤其我们亚洲人群更要谨慎。
而且，虽然新指南放弃了胆固醇治疗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无需重
复测定 LDL-C，毕竟胆固醇水平仍是他汀药物的疗效指标以及患
者能否获益的重要标志物。

（许海燕：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心内科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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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腺癌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癌症。 它发病隐匿，一经发现通常已有转移。即使无远端转移，
但局部侵入血管 （locally advanced），或病人体质较差，也无法手术。如无法手术，它是高度致命的
恶性肿瘤之一，其估计 5年生存率低于 5％。 即使手术，癌症复发率可高达 80-85%。 放疗在胰腺癌
作用有限，通常很少单用，通常与化疗联合治疗。健泽（吉西他滨， Gemcitabine, Gemzar）单药治疗
一直是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标准方案几十年 . 总的中位生存期不到一年 . 如果病人无法耐受化疗，通
常不能超过 4 个月。
 胰腺癌强烈需要新的治疗方案。尽管化疗和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层出不穷，胰腺癌的治疗
方案却着实有限。在过去的 40 年里，几个联合疗法的研究很少或没法与吉西他滨单药相比。
 直到 2011 年，亚叶酸，5- 氟尿嘧啶，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 的多药组合方案（ FOLFIRINOX ）
发表在当年最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个多药联合方案提供4.3个月增加中位生存期 （median 
survival），一年存活率可达 45% （单药 Gemcitabine 一年存活率 15-20%）， 但是毒副作用大， 仅适
用于一组选定的胰腺癌患者。通常这类病人年轻体健，尽管毒副作用大，强烈希望延长生存期，这
样可以和家人有更多的时间， 甚至也许奇迹会发生（新药出现）。即使如此，我们最初很少给以全
剂量。病人也经常开始信心满满，然后受不了癌痛或化疗的折磨，中途放弃治疗。
 2013 年九月六日，FDA批准吉西他滨与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  (nab-paclitaxel, Abraxane) 组合治
疗胰腺癌 . 这一方案同样发表在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紫杉醇本身是一种疏水性，
亲脂性分子。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比紫杉醇更有效穿越内皮细胞层。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最初是在
2005 年 1 月被 FDA批准用在转移性乳腺癌， 在 2012 年 10 月被批准用于转移性非小细胞型肺癌使用。
这个组合方案的优势在于有效低毒， 它能增加中位数 生存期1.8个月 （从单药的3.7月提高到 5.5月 )， 
1 年的总生存率达到 35%。 虽然没有 Folfirinox 有效，我们目前经常推荐这个方案，病人容易耐受，
完成治疗。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一度的临床肿瘤学会 - 胃肠肿瘤年会 （ASCO， GI annual conference， Jan 
17-19th 2014），一项新的报道令人兴奋。这是个 2 期试验 （phase II clinical trial)； 这是第一次随机化
的研究；它表明免疫治疗有可能有效治疗胰腺癌。值得指出，免疫治疗在过去几年里在黑色素瘤的
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 它通过刺激或增强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症。但在胰腺癌，这项研究
仅仅是第一步。 结合两个抗癌疫苗，（而不是给与单药治疗），双打治疗转移性胰腺癌，中位数 生
存期 6.1 months, 1 年生存率还没有结论  ( this is interim analysis). 最引人注目的是，和化疗相比，毒副作
用很少很小。  

 晚期胰腺癌具有预后极差。11 个月最好的报道中位生存期来自一线治疗的化疗方案
FOLFIRINOX 。然而，由于其毒副作用，只有优胜劣汰的一些患者有资格， 有可能接受这种治疗。 
对于胰腺癌患者，二线治疗以及三线治疗有迫切需要。这项新的研究旨在刺激对胰腺肿瘤细胞的免
疫反应，有可能是比化疗更好的创新战略。 根据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他们也在寻找方法，结合这两
个疫苗（GVAX/CRS-207）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易普利姆玛 （Ipilimumab）和 anti-PD-1/PD-L1。我
们拭目以待。

胰腺癌的治疗 : 最新治疗与展望

 纪永莉医师，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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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与脊髓电刺激术
 冯鸿辉医师，疼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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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TbIKS֬პᆻয়ઉ��/I\M�<PMWZa��
ఊࠕЮჷয়֙റࣣ༩ᇖսྟറ
ࣣ༿ໂႼഺয়ࠊ൏Ɨཱི߽֬
റࣣ༿ໂ֬ഺয়܆ၤᇌèݝറ
௰࿗֬ကࣵƗ�ၟᆰ֨თࢺࣣ
ีྗރԵ֤Ⴜܸ֬റࣣ༿ໂཱི
ྟ֬ )�ʫ� ދ ʮèݝᆸ್ບჾ
սྟ֬റࣣ༿ໂদ࠳Ֆࠞࠥྦ
չ֥ၤᇌཱིྟ֬ีྗ༖Ե֤റࣣ
༿ໂ֬ഺয়܆Ɨ՝ؾၤᇌีྗ
༖֬Ե֤Ɨչ֥ีߖ֬֬è
ᆊᇜᇔਖ١ٌЫӲቛറࣣՖࠞਖٌ
�6M]ZW[\QU]TI\QWV�<ZMI\UMV\�è ۅ
ਖٌؚറࣣѯয়ྦี֬ਖཹށ
ቍᆵ෬ഋྦีèาѠؚറࣣ
ѯয়ྦᆱ฿ี֬ཹݛႴࡋƗи
ཥ .*;;�+:8;�+WUXTM`�:MOQWVIT�
8IQV�;aVLZWUM�èؚႀࢲܸྦܧ
ဇދሙ࡞ஔྡྷྦє֤ؾᇈ֬౿ۋ
ี၀Ⴜ၉֬ਖཹè
� Ֆࠞඓ၉ϵЎচ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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ҋᇮƥҰ൲ఀთЎટᆸ್൴ඓఀèۅ൴ඓ၉ϵႵีሌग़။ഺࠎറࣣບग़။ഺҧቛè�Ⴕี֬ᆨ
መൺ֥ྖئޚয়ႀු֬ႜའƗૌ֬ݚ။ਖГཉ܋යᄤூሠ࠳Ֆࠞඓఴး౷ؚߘᆇྡྷྖয়࿗ርދ
࿑è၉֑ߘᆇݝਛྖয়ርދ࿑Ɨःढ़ၢ್൴ඓҧቛݝӸèׂ၉ҋҰ൲ఀƥ၉֥ࠥۻ
֤ནࣣொژԳՖᆓҳ್࠳႞ບƗો၉֤ࠥۻན֬၉߽ؑႼೖࢫࠥۋԯèࢫࠥԯЫ
٩ᇉᄤთีႼܸ֬࠳ؔࢲƗᆷࢫࢫԯ࠳֬ؔࢲۅ႞è၉ϵۻओี֬ࢺ௰ҍ໑Ɨࢫࠥԯ
ढ़ᄤྪ � ᇇྪ �� ᆴ࡞è֤ࠥན֬၉ؑᇉ฿ບѰთ၉۸ࢨቚતԑنഺఝ �8]T[M�/MVMZI\WZ�
֬ၕఝཔৼࢫ ƗԯࢫࠥནƗ֤ࠥႵࣣރྗഺఝӈഺ֬نèႵતԑރતԑྗၕఝӈഺۅ��
ᆇຸࠎᆇ߽ӈഺ၉ᇜෂગᅵߘ֬ՖࠞƗ࠳ؚࠥèႵؔࢲཔܸ֬࠳Ե֤ᇇࢫ႞ᆷ࠳
ᆘے֬फèᆊᇜےफ႒ۉڴۅႼีҍ໑ࠎमսҍีٺ֬౼პ՝ؾี֬ےफèඓᆇढ़
ၢࢲןݝՖࠞƗƗދતঁদ६ᇌՖࠞ֬ృ؎Ɨչ֥ีߖ֬ቒݛཹࡋèඓᆇߕढ़
ၢݝሎࢫࠥߗԯ֬ᆥࠥڼদࢲןՖࠞ֬ۉڴ౼პèҰ൲ఀ൴ඓսئᄤᆗ൴ඓ൰ࠎ။ഺ
ᆗྡྷèඓߘޱᆇढ़ၢၟᆸ್֬ދࠥતԑنഺఝւࡌߴèࣣݝ၉ᇇᇢ֬Ұ൲Ɨߘݛᆇಱ
ເႼӘݝ �� ഏ֬ีᆨመࢺߖƗᄼ࠳ՖࠞඓؚߘۅᆇႼཹè�။ഺಃԢ൏֤ࠥནѰτ
Ўટᆸ್൴ඓൠၙè
ߘݛᆇᄤҰ൲ఀ໊չ֥ �� ၢഏ֬ีࢺߖƗᄼ࠳Ֆࠞඓؚߘۅᆇཹࡋ҉ݛè။ഺಃԢ
൏֤ࠥནƗѰ࿑ᄻఊᇔਖี֬١ٌè
� Ұ൲ఀӵߘ֬܆ᆇƗ್Ўટᆸ್൴ඓఀèۅ�൴ඓᇞڶ၉ఀ൴ඓ֬ݝӸƗ҉֬ࠥ
֤ན߽ຢЎટᄤ฿ୄè၉۸ཧྖᄪఖѷఝෂսཱི֬તԑنഺఝ၀߽ЫЎટᄤ฿ୄƗѰთࠥ
֤ནৼࢫƗຢӵߓè
� ᆸ್֬તԑنഺఝढ़ၢݝ฿ບ֬ေ६ఝႵߘᆇ६ᇌদࢲןՖࠞ֬ృთۉڴ౼პսཱི՝
֬֬èีࢺߖչ֥ؾ
� ಪƗ୧࿚ࠖᇌᅷοࠪԢ࿚౧སèنಠƗےಠࠪ൴ඓऌҍےᆨЎচ༩ྦࡃՖࠞඓ֬मؚ࣓࠳
ःఴ֬ሮਟؾငƗۅརᇔਖഐ҉൨ᄚۀƗؿèႼܸ֬ѰنᆨЎচ҉൨֙֬ՖࠞےफƗ࿚ᇝྠ
ӵƗ၈ྠӵƗ႞ບԢ࿚Ɨ࠳෬ഋƗା࠳၈ƗےಠƗொݝژƗொژౚƗᆸ್༅ཹၔ໑Ɨ
ᆸ್ีƗีࢺߖƗྪڻъՖࠞࠪӏ֬ບग़Ѱنᆨְè

� ݛ൨႒ᆨᅮ֫ށƗѯಭ࿑ᄻథ֙Ɨ࠳Ֆࠞඓ֬ӵ܆႒ۅ֬ۡޚèఊບ၉۸ށ
ۅᇔਖี֬١ٌႼཹ׀६ᇌีؾྺರ့ތ༅Ɨ՝ؾൗѯಭь૮ਛئޚႀ့༅ႋఖ֬ڳቛ
Ⴏւদ֬ॴ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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ಭᄤಷӏഺࠊᇖቀ߽Ⴜྖఴ౼ี֬ᆨመƗႼ൏ް߽ྖᆊ҉ྖᄪѯنቛè
ીྖఴ౼ีःྖࢢઞƪ
� ྖఴ౼ี֬ჷႀئޚƗቒӏ֬ࠛೄቍᆵ෬ഋދ֨ෝٙੇèቒӏ֤ᇈ
ᇞ֬ݛޱᇞྖᄪܺመત႞ࠬߋѯႋఖ֬ྖࢢࠪྖࠛ܃Ɨྪᇽત௬ਡࠪٲ
࿚ඥྠӵèఊჷႀ֬ྖఴ౼ี၀ࣣӏنܛഺƗཥࠫྦྖЎဇƗྪဇƗٲဇƗְְè
� ܺྖѯႋఖ֬ྖఴ౼ีئთދࠊি্པܸèྯ༖ޱޚঀࢺߖᆨመèႼ൏ϻႼ
སࣧҍçࡡҍ٩തƗϻఞؒƗᄘƗي৶ְᆨመèႼᆊཻᆨመः႒ႋఖۡ؎ᇞ൱èႴ
ఊᄤྦս �� ෦Ɨ୶ྦս �� ෦ƗႼࡌൕƗ༒ൕƗۡ࿚Ɨۡ࿚ᆲƗม
ଡ଼ѯְູཉႀු֬ѯಭƗ۾႒֥֫၉ҋ֬ࡦҷè
� ఴႼԾދႼԾࡦҷ١ٌƗۻओᆨመƗູཉႀුࠪྖދ࿚၈ߋမƗ။ഺ߽
ၷक฿֬ࡦҷ١ٌèԾ١ٌЎচᄕϷƗᄕϷࠎᆇ့༅Ⴡ֤ࡍႜཥ١ٌƗиᄕ
ᆙƗࠪܒ။࿗Ɨ့༅Ⴡ֤ྖᄪՏމ༅့ࠎ༅ྖᄪӘഹƗᄕ့ࠎ +< ܺતᄶႜèો۸ࡦҷ
Ⴜ֬Ⴑ҉ދ৭֬၉è׀֍නƗ֍၉ᄕϷ൲မ֬ےཔֵؚࢧƗ�����è
Ɨ֓Ⴜ٩തЙƗ҉ၙٞ݃ޚҷ႒Ⴏ֬ࡦ။࿗މาၺྦèދྦےႜཥ١ٌଃۡࡍ
ƗႼ൏ےƗેႼ٩തནЙƗؚཱི֓࠙ಓ࿚҉ฅ࠽èྖᄪӘഹ١ѓçౖࣣئฅڶ٘
ႜཥᇐਏ߽ൺ֥ቍᆵϞޙƗٮދٲஞ֬ႜའèྖᄪՏܒᆙ܉ቒۡาၺྦދྦےƗ
ેႼ٩തནЙƗ֓Ⴜ࠶֬ۡ۾ඓး౷Ɨ҉ો۸။ᄄႼèྖᄪ +< ᄶႜ܉౩༐ܺત
ᆗؕƗႴఊؚᆥӏ֬ܺત࿚ܼèᆗؕ౩ԪƗᇔਖःಿၥਛè
� ྪᇽત֬ӈഺ၉۸ફྦ֬ݝӸèᆗؕ൴ؔЎচྖᄪՏܒᆙྖࠎᄪ +<è၀ྺ
း٧ၢಙГો҉းӘݝ ���KU ֬ᅀӐࠎતཱི ���KUƗࠎᆇતཱི �����KUƗ
ೖѯಭႼ༼ๆྦ *QK][XQL ᇽતϾࠎ 5IZNIV�[ ሿލᆟèᆊཻ൴ඓྰ҇֬ᆾᆟè
� ႀఖ֬ࠫᆨèٲཉࠫྦࠬѯèᄤӏႵ༶ᆱ࿚ඤຉູ֥ۡދત࿚ඤ၀ӏٲ
ӏ༶ᆱ൴ඓƗӐఀԼƗᇝࠪႼ࿚၈୧ऑၺӏಭ֬ѯèྪҍ +< ഏ࿚၈ࡍ။࿗މᆇࠎ
ঀा൚èࣗۅᆗؕè्୧ᇔਖ႒܉မࠪ༶ᆱӘഹັັಿၥߋ
� ఊ֬ྖఴ౼ีޚങႼഺଈູཉèमսئඛ֬ྖఴ౼ี٫าၺྦ֬Ɨи
ቍᆵ෬ഋࠪ֨ٙੇƗढ़җಃཔ႒֬ࡦҷࠪᇔਖè

心前区疼痛就是心绞痛？

李大元医师，心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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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话是您常常想告诉患者，却又未能
开口的呢？这就是《今日医学新闻》的工作人
员向临床医师、研究者及领导者提出的十个问
题之一，以了解他们对于所选职业的个人意见。
以下就是医学博士 Thomas Cohn 接受访谈，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Cohn 是枫树林医院（位于
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疼痛及康复学医师。
 Cohn 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在
西北大学物理医学与康复部完成了他的住院医
师实习。自2000年起，他就在疼痛医学系进修，
是一名医学会认证的理疗与康复专科医师。

1. 目前，您最大的行医障碍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目前最大的行医障碍就是
没有适当地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及医疗市
场为自己做好宣传。作为一名专科医师，想要
让别人清楚自己的专长，并因此吸引更多的患
者来就诊是很困难的。

2. 关于患者付不起医疗费用（或者药物、检测
等费用），您最清晰的记忆是什么？您是怎么
做的？
 患者失去了保险，他们的头痛就无法得
到治疗。有一位患者通过诊断检查，我们明确
了颈椎射频疗法几乎是解决她多年来疼痛问题
的关键所在。但在治疗过程中她失去了保险，
患者付不起医疗费用，因而一年多没有进行治
疗。等她再次拥有了保险，她又继续回来就诊，
治疗后获得终生疗效让我记忆深刻，可见医疗
保险的重要。遗憾的是，我所工作的公司还没

有针对患者的免费服务项目。

3. 哪些话是您常常想告诉患者，却又未能开口
的呢？
 我希望我可以告诉患者，他们得为自己
的生命负责，及时治疗自身的疼痛疾病。对于
大多数患者而言，必须停止寻找所谓的奇迹，
抑或等待着下一次外科手术。随着年龄的增长，
应该开始适当地进行锻炼，但也应该明白并非
所有 20 年前能做的事如今的身体还可以做。积
极乐观地面对自己目前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
那些属于过去的东西。

4. 如果您可以改变或者淘汰一些有关医疗保健
制度方面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病历系统。病历系统应该是国际通用的
那种，每个执业医师都可以随时查阅。这将使
他们可以了解患者先前接受了哪些治疗，治疗
的结果怎么样，进而减少医疗失误及重复治疗；
也可以使我们很容易地进行有意义的治疗追踪，
明确哪些治疗方法对患者是有效的。

5. 对于医学院学生或者刚刚走上医疗岗位的医
生，您有什么最重要的忠告呢？
 你们所接受的培训只是教会你们基本的
职业技能，你们才刚刚开始认识表现各异、病
情复杂的一个个活生生的患者。重要的，请仔
细聆听每个患者所讲的故事，这常常会为你呈
现出一种对病症经典而准确的描述，告诉你他
（她）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ሇქ

6. 您用来说服人们从事医学行业的“一分钟演讲”
是什么呢？
 我现在还没有用于劝说人们从事医学行业
的“一分钟演讲”。如今，就教育成本和教学时
间而言，学医的花费是巨大的。如果你想要从事
医学行业，你必须是自己非常想学的，要有学好
它的决心以及必要的经济基础，能够处理好未来
从业道路上的各种问题。 你准备好了吗？

7. 您作为一名医生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帮助人们摆脱病痛，回归到正常生活中。

8. 自您成为一名医师以来，您已发布的最显著的
研究成果是什么？为什么？
 自我从医以来，我发布的最显著的研究成
果是干细胞的存在，以及它有解决医学难题的可
能。近来已有很多关于干细胞的文章。我认为，
将来有望通过注入干细胞来修复各种受损组织。

一些有关节炎的关节、有退行性疾病的背部组
织、受损的肌肉及韧带，也许都能通过这种技
术治愈。背部疼痛的治疗也许最终会彻底改变，
影响着 80%人口的疼痛问题可能会消失。

9. 您有没有最喜欢的以医院为题材的电视节
目？
 我最喜欢的以医院为题材的电视节目是
M*A*S*H。从总体上来讲，它是以一种讽刺的
眼光来看医疗机构的。

10. 在如何避免激情燃尽的问题上，您对其他医
疗工作者有何忠告？
 确定你们是真心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行业。
如果不喜欢，就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工作境况。
不见得你一定要在完全一样的环境中度过你的
整个职业生涯。改变是好事，它可以帮助你成长。
千万不要怕改变，改变才能成长。

ሇ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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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不听自己的专家顾问建议，执意批准一种高剂量的新型止痛药，
即若海座缓释片（Zohydro ER），虽然可能提供一种更有镇痛效能的药物，但为毒品类的滥用又制造一
个高风险因子。
 若海座缓释片是首次出现的纯二氢可待因酮（氢可酮）鸦片类药物，它比传统氢可酮类（如微柯
定（Vicodin），乃是氢可酮与非处方止痛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即泰诺）或布洛芬的复合剂型）剂量大 5
到 10 倍以上。
 一，滥用的潜在可能性
 虽然若海座缓释片乃是 12 小时以上缓释剂，吸毒者能够碾碎药片、或咀嚼、或加进酒精中冲服来
立即发挥其全部药效。如果FDA要求在配方中使用一种新型的滥用保护技术，则可以减少这种滥用的可能，
但 FDA这次并没有如此要求。
 FDA 工作人员在 2012 年 11 月备忘录中警告说，若海座缓释片这种药物比传统产品氢可酮会更容
易滥用。该备忘录比较了若海座缓释片和羟考酮（oxycodone）缓释剂滥用实例得出这个结论。
 最有名的羟考酮的产品，奥施康定（OxyContin），乃多年来在美国被滥用的最常见的毒麻类镇痛
剂之一。在 2010 年，奥施康定的制造公司普渡制药对其配方进行改进，新配方已经不易被滥用，但是若
海座缓释片却没有这种保护措施。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美国 FDA发言人摩根· 李欣石基表示，FDA现在尚不能要求对所有毒麻类
镇痛剂都强制采用滥用保护剂型。
 “相反， FDA决定将继续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来逐渐实施对阿片类药物产品的滥用威慑性（或
缺乏）进行监管。”摩根· 李欣石基说。
 若海座缓释片制药商若金利斯（Zogenix） 的总部设在圣地亚哥。若金利斯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它
正在‘尽可能快地’开发出该药物的滥用保护剂型。但该公司一位官员在去年十二月的 FDA顾问委员会
听证会中提到，这种药物的滥用保护配方只是在早期开发阶段，要“好几年”的研发才可能成功上市。
 李欣石基得出的结论是，若海座缓释片的治疗功用压倒其滥用风险。另外药物标签上会标明滥用
警告，该标签将敦促医生监测患者的成瘾或滥用可能。
 “医生现在又多了一种缓释型阿片类药物，有时的确是很重要的。”她说。“首先，不同的病人
对不同阿片类药物可有不同的反应。其次，多种阿片类药物的交替使用的好处可以减轻患者对某一种阿
片类药物产生耐受性。”
 人们抱怨，美国 FDA近年来对阿片类制品大开绿灯，助长了阿片类药物的滥用。美国人消耗世界
上 99 ％的氢可酮。
 2010 年，微柯定（Vicodin）在美国大行其道，总共有 1.31 亿张微柯定处方。就在同一年， 16,000
以上的人因吗啡类止痛药使用过量而去世，而 1999 年才 4,000 人 。
 微柯定的剂型是一种 5 、 7.5、或 10 毫克氢可酮和 300 毫克对乙酰氨基酚的复合制剂。若海座缓释
片包括六种剂量： 10 ， 15 ， 20 ， 30 ， 40 和 50 毫克，但不加对乙酰氨基酚，因为对乙酰氨基酚的高剂
量会导致肝损害。
 “如果 FDA真的对于保护民众感兴趣，他们会说，“我们国家有太多的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还是
不要批准若海座缓释片 吧” 戴维·驹林阁博士、多伦多大学药理毒理主任说。“去了对乙酰氨基酚，再
加上若海座缓释片的可粉碎性，它在制造一场灾难。 ”
 二， FDA 搞“U-Turn”？
 经过多年的反面教训，最近美国 FDA终于开始加强对氢可酮产品的限制。明年，氢可酮产品将有
如羟考酮产品（如奥施康定）相同的限制附表了。
 不过令人讶异的是，这个措施开始后不过一天，该机构改变了路线，批准若海座缓释片，尽管其
顾问小组投票 11 对 2 反对批准该药。

滥用阿片类药物，论 FDA的功过
张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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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若海座决定”“有些令人担忧”，美国众议员哈罗德“哈尔”罗杰斯说，肯塔基州已经出
现严重的阿片类药物滥用，而且已经发生许多年了。
 “我希望 FDA进行上市后严格的研究和分析，以确保这种药物不会掀起另一个新的毒瘾浪潮，”
他说。
 罗杰斯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并共同主持了国家处方药物滥用峰会（National Rx Drug Abuse 
Summit）。
 “我很惊讶，”宾夕法尼亚大学急诊医学副教授和 FDA顾问小组成员锦玛丽·佩罗医师说，她并
没有投若海座缓释片的赞同票。佩罗说，她担心的是该药的安全性和缺乏滥用的保护措施。在顾问小组
会议上，她还质疑其有效性。
 对若海座缓释片的审批表明，FDA正在努力助该制药商一臂之力，帮助该公司证明这个阿片类药
物是安全的和有效的，能治疗长期非癌性疼痛。纽约急诊医学专家、曾担任 FDA阿片类药物问题顾问委
员会成员的刘易斯·纳尔逊博士表示如是认为。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应该帮助制药公司推广使用本品，”纽约大学医学院医疗毒物学家尼尔森
也如是说。
 三，更丰富的资料
 对若海座缓释片主体研究，只花用了 12 周的时间。专家们说，这就导致了缺乏严谨的研究结果来
显示药物可以达到几个月或几年的效用和益处。
 哨兵日报和医页日报本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FDA官员和毒麻镇痛药制药公司的高管，多年来，
共同举办由制药公司资助的昂贵的私人酒店年会。这个故事是基于该报收集的电子邮件中相关公共记录。
 这些会议一个话题就是研究所谓的“富集法”，即允许制药公司淘汰对药物疗效反应不佳或对药
物有抵抗的病人，在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开始前进行人员初选。
 若海座临床试验的方法就采用了“富集法”。
 专家说，这种方法使得药物将被更有可能被证明有效，更有可能获得 FDA的批准，同时使得公司
进行的药物试验更为便宜而使费用降低。
 然而，批评家认为这种方法形同作弊，因为药物测试结果可能不会反映药物推向市场后出现在大
量使用者中的真正效果。
 事实上，去年十二月，FDA顾问小组投票反对批准若海座缓释片，有几个成员表示担心当该药物
从临床试验进入到日常药品的真实世界中，它的效果不能推而广之。听证会的抄本中记载了这段批评。
 杜克大学医学博士、医学教授、该小组成员朱迪思·克莱默在会上表示，对于慢性疼痛的长期治疗，
我们应该问问，我们是在帮助病人克服疼痛呢还是在帮助他们成瘾。
 美国 FDA发言人李欣石基 ，称富集法遵循个体化医疗概念（personalized medicine），该法试图找

到对药物反应最有效的患者群体。
 “富集法不会对一个不安全或无效的药物

实施拯救，但它会帮助找到一个安全或有
效的药物， ”她说。

 不过根据会议记录，顾问小组成员对此有
不同的看法。

 “我碰巧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认为（若
海座缓释片 ）研究人群与现实世界的人群
有很大的不同，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医
学院麻醉学教授艾伦·凯耶博士说。 “正
因为如此，我觉得这将肯定会导致相当高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 ”

                                                                摘译自 2013 年 10 月 29 日 MedPage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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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54 岁男子腹痛二到四周

武尉杰 翻译

摘要：腹痛是门诊中最常见的胃肠道症状。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的病因，腹痛都值得密切随访
其改善或恶化。这宗病例中，患者自称腹痛 2-4 周。他的转移性胰腺癌的诊断并不是显而易见，
尤其是 15 磅的体重增加和对于抗酸剂，H2受体拮抗剂和质子泵抑制剂的混合反应。尽管该患
者在就诊急诊的两周内确诊为转移性胰腺癌，但其预后及存活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图 1

   Grace Perez Lirio 医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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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也是一位家长，有个已经 10 岁的女儿。
 而今天的话题，完全来自于一个偶然的经历。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送女儿去中文学校上课，在
等待的时候与几位家长聊天，讨论到孩子教育的话题。听到我介绍对教育感兴趣时，其中一位家长直接
了当地问我：“既然你对孩子教育很有研究，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孩子犯错误了该怎么办？”
我当时一愣，以前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答案，与传统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不容易让人理解。从
没有想到过如何向家长详细解释。我当时不加思索地回答：“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来回答你，那就是：
孩子没有错误！再多加一句话是：认为孩子有错误是家长的问题！”从家长们惊讶的反应中我能感到他
们从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就向他们解释，我需要给他们介绍相关的知识，才能帮助他们了解并
选中适当的处理方法。
 今天我就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就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首先，我想先给大家看两个“孩子犯错误”的案例，都是从网络上摘录下来的。
 案例 1，5 岁的女儿不喜欢喝水，妈妈就规定她每天喝水的定量，不喝完就不让看电视。孩子有一
天没完成喝水的定量就哭闹着要看电视，妈妈要求她喝完了才看，结果喝完了还哭哭啼啼，妈妈觉得“真
烦人。”于是就让她自己在房间里呆着，哭完了再出来。。。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孩子最
终不能控制地大闹了起来，结果妈妈希望在网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案例 2，大热天（35 度以上），4岁孩子非要穿冬天的靴子，死活不肯脱下来，还要穿到学校去，
也不怕人笑话。妈妈不知道孩子这是“犯啥病了这是？”
 这两个案例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也许在座的各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很多家长看孩子，或多
或少都觉得孩子有很多错误、很多的毛病。那么孩子为什么会“犯错误”呢？家长又该怎么办呢？我前
面提到“孩子没有错误！”，“错误”产生于家长对孩子某种行为的心理认知。家长对孩子“错误”的
处理常常会引起孩子的负面情绪。而长期的、不引起家长注意的负面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孩子大脑的正常
发育，我今天就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
王朝曦博士

 摘要：如何处理孩子的“错误”，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所有家长都会遇到并被不断烦恼的问题。
人们通常的认识是：既然有了“错误”，就应当及时纠正，任其无限制地发展，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害的。
纠正孩子的“错误”，理所当然地就应该使用某种程度的强制手段来。指责、批评、剥夺孩子的某些权力、
甚至体罚等不同程度的惩罚手段也往往会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被普遍使用。可是，很少有人能够克制一下
纠错的欲望，先考虑这样的问题：“会不会孩子没有错？”常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家长眼中孩子的“错
误”，实际上是孩子大脑发育过程中表现出的正常行为，却被家长“错误”地解读为孩子“犯错误”。
也就是说，这是个心理游戏，根源于家长对孩子行为的不恰当的心理认知，进而通过本能反应采取不当
的纠错行动，结果常常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教育效果。讲座中我们总结了有关大脑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
系统地介绍了孩子大脑发育的特点，特别是情绪产生的机制和对孩子学习能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
描述了各种常见的引起家长感知孩子“犯错误”的类型，并详细讨论了引起家长产生如此认知的原因。
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使用不当的处理方法会对孩子的大脑健康发育造成伤害。最后，我们讨论了如何处理
孩子“犯错误”的原则和简单、实用的方法。我们希望通听众能够使用全新的视角看待、理解孩子是如
何“犯错误”的，并使用适当的方式、方法处理应对各种“犯错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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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是常用的 衡量人脑的认知能力
的指标。认知能力也 就是大脑信息处理功
能。从信息处理网络 来看，突触连接的越
好，神经通路处理信 息的效率越高，大脑
就越聪明。所以高智 商对应于连接更好的
神经网络。如果将我 们对信息网络的认识
应用到教育上，那么 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
就是：如何让孩子发 育一个连接得更好的
神经网络。
 不论是从规模 还是从空间结构上看，
大脑的网络结构远远 比电脑的网络复杂。
人脑的神经网络是不 可能被预先设计出来。
或者是说：人脑的神 经网络是不可能在出
生时就已经构建完成了的。现在已知人脑发育的绝大部分发生在出生以后，人脑认知功能最重要部分的
发育也发生在出生以后。以前人们根据大脑重量的增长，估计大脑发育到十岁左右就完成了。现在依据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发现大脑的发育过程要一直延续到 18 至 25 岁，差不多占据了人生最初
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
 自然的长期进化，给大脑形成了一套精妙而独特的机制，用来构建神经网络。刚出生时，大脑所
有的神经元细胞都已产生并迁移到适当的部位，但是神经元之间绝大部分的连接都尚未存在。据估计新
生儿的突触数目不到成人的三分之一。新生儿的大脑神经网络能够处理的信息非常有限，仅仅能做出基
本的神经反射。
孩子出生后，因为受到外界环境的各种刺激，各种神经连接就会快速地、随机地搭建起来。同时已生成
突触也存在着凋亡、消失的过程。在幼儿发育的早期，新生成突触的速度大于凋亡的速度，在三岁左右
达到高峰，远远超过成人所需要的连接数目。在神经网络形成过程中，连接网络的突触是随机产生的，
但决定哪些突触需要保留、哪些突触又需要裁减的过程却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大脑获取的外界环境信
号决定的。如下图所示，环境信号传入大脑，引起神经元兴奋传播到突触，被激活的突触释放神经递质
对下一个神经元产生兴奋或抑制。同时，被激活的突触两端可释放生长因子，维持突触的生存，保留了
信息处理的神经通路。长期没有被激活的突触，因为缺乏生长因子的作用则逐渐萎缩、凋亡，这部分神
经通路因缺少使用，得不到足够生长因子而逐渐萎缩、消失。    

 1、情绪与大脑发育的规律
 2、大人眼中孩子的“错误”是如何形成的？
 3、如何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
 第一部分，情绪与大脑发育的规律
 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脑神经学科领域对大脑发育的最新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大脑是极
其复杂、神秘的，令人望而却步的。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只要花上一些时间，再加上些耐心，就会
发现了解大脑还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如果你还了解一些电脑的知识，就更容易了。人脑和电脑都是一
个信息处理系统，在功能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相似的地方在于都具有以开关为基础的网络结构，用来实现信息存储、运算、反馈这些信息处理
功能。电脑的CPU各组成部分有大致相同电子结构，就是由大量的小电路组合成的网络系统，在这个网
络中小电路由电子开关控制开通或关闭。所有的信息存储和运算都是在这个电子网络中实现的。人的大
脑也是一个网络，叫神经网络。由一种特殊分化的细胞组成，叫做神经元（neuron）。为保证信号的传递，
神经元之间形成了特殊结构的连接装置，叫做突触（synapse）。突触是信息处理网络的开关，处于不同
开关状态的突触组合，构成了信息存贮（记忆）的基本模式。神经元以突触为开关形成的神经通路，是
大脑进行数学和逻辑 运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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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随想   

 1．纤维组织炎是一个常见的疾病。在每天的门诊中，差不多都可以碰到这样的病人。他们的
特点是在颈部、肩膀、在下腰部甚至全身，有广泛的疼痛。这种疼痛时好时坏，天气好的时候症状
就好一些，天气变坏的时候症状就变得更加明显。有的病人活动一下就好一些，当静止下来的时候
就觉得比较疼痛。当然还有的病人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一点，如果忙碌起来又觉得比较疼痛。

 2．西方医学对这些病人进行检查，在物理学检查 , 化学检查之中，甚至是在一些特别的检查
之中，都没有发现有任何的不正常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物理学层次方面，病人可以
看成是正常的。病人的症状却是如此明显，经常觉得非常痛苦。但是在治疗上没有着力点，不知道
怎么样去治疗这种病人。于是针对病人的症状，有的医生用止痛药，有的医生用消炎药，有的医生
用肌肉松弛药。但是效果都不怎么样。所以，往往病人的症状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病人的症状就
长期存在。这些病人往往是愁眉苦脸的，到处求医，胡乱投药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的症状没有办
法改善，因此往往这些病人有一定程度的忧郁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病人有一定程度的忧郁症，
所以某些医生误认为这是由忧郁症所引起的，而采用抗忧郁症的药物进行治疗，显然这种做法作用
不大。总之，对于纤维组织炎，西方医学的治疗，还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

 3．如何提高治疗的效果，如何能够帮助病人解除更多的问题呢？这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显然西方医学是从物理学层次方面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但是人体的组成既有物理学层次的存在，又
有形而上学层次的存在。这样，如果在物理学层次方面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们是否可以考虑
从形而上学层次方面来探索，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4．如果我们是从形而上学层次方面来探索，就会想到中医学。中医学阴阳五行学说，是人体
系统的形而上学有机的综合。所以，我们从人体形而上学的存在作一番分析和研究，采纳中医阴阳
五行学说，就变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5．如果是用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进行分析，那么病人的纤维组织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纤维组织炎症状广泛、复杂，并且可变性大，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进行分析。

 6．当考察纤维组织炎病人的症状时我们看到，病人在后背部这个部位有广泛的疼痛，并有压痛，
在这个广泛的地区觉得不舒服，甚至有时候活动受到障碍。这样，从中医学阴阳五行来说，这种情
况是由于经络阻滞所引起，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原因。在治疗方面就需要通经活络、除寒祛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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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纤维组织炎与气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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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对于身体比较健康、症状比较轻、病程比较短的病人来说，往往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效果。通过
治疗病人的症状减轻甚至疼痛消失。但是对大多数的病人来说，这方面的治疗还是不完整，还是不
行的。

 7．这样，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层次方面的治疗，这个层次的治疗主要是补脾、补气补血。从
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纤维组织炎这种症状，还跟气血不足有关。气血不足就会产生这种症状。
所以，治疗这种症状的时候就需要补气补血。另外通过补脾，来大补气血。通过这样的治疗，就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身体的自由能的水平，从而提高局部地区的自由能的水平，使病人好转。第二
步治疗 , 比较有效地提高了自由能，一定程度的克服了伤害信息，比较有效的减低了疼痛，病人往往
觉得好多了。

 8．第三步的治疗，也是最重要的治疗，重点在于补肾，通过补肾，极大地提高全身的自由能，
并且结合去除湿热、降低肝火、减少身体的伤害信息。通过这一步的治疗，病人的症状会大大改善。
另外，结合其他方面的治疗，慢慢地建立起一个更高水平的阴阳平衡 , 一个稳定的阴阳平衡，就能够
防止复发，达到彻底痊愈的目的。

 9．总而言之，纤维组织炎的治疗，中医学的治疗入路有许多可取的地方。第一步从提升肺气
着手，第二步从补脾着手，第三步从补肾着手，结合通经活络、补气活血、去除湿热、降低肝火等等，
交叉使用，就能够有效地提高自由能，降低伤害信息，而使病人的局部疼痛完全消失，并通过阴阳
平衡的原则，调理身体里面各方面的不平衡的问题，稳定和提升阴阳平衡的水平，彻底治好纤维组
织炎。这就是纤维组织炎的治疗方式，我采用上述的方式治疗纤维组织炎的病人，都得到了非常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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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几种因素可能造成卵巢囊肿：
 1，高糖饮食诱发的高胰岛素：很多医生包括 Steven Hotze 和 Carolyn Dean 提出高糖引起的肥
胖和多发卵巢囊肿有密切关系。X 综合症包括高血压，肥胖，高血脂，高甘油酸脂以及高尿酸。尿酸
是一种化学物质，能造成很重的关节痛和肾结石。高糖饮食能诱发胰岛素的分泌，高胰岛素使身体
不再消耗脂肪，反尔把糖迅速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近一步分析， 高胰岛素打乱了雌激素与孕激素
之间的平衡，使卵泡不能释放卵子，形成很多囊肿。
 2，避孕药的使用：很多妇女不但用避孕药来防止怀孕，而且用 它治疗痤疮，痛经，和月经不调。
长期使用避孕药使得雌激素和孕激素失去平蘅。卵泡不能释放卵子，于是变成小囊肿不停释放睾丸酮。
这就是为什么患多发卵巢囊肿的妇女容易长很多很重的面毛和腿毛。由于不能正常排卵，她们还会
患不孕症。新的研究表明母亲体内如有过多的睾丸酮会影响胎儿脑子的发育，甚至会导致自闭症。
 3，交感神经系统过于兴奋：当科学家用药物在大鼠身上诱发卵巢囊肿后，他们切段控制卵巢
的交感神经，大鼠又重新开始排卵，而且囊肿还变小了。现代社会充满了电子设备，我们的交感神
经持续处于兴奋状态，这种状况影响了卵巢的正常功能。这也是造成不孕和更年期过早的一个重要
的原因。妇女如果要保证健康的卵巢功能，需要少使用电子设备，多做放松活动。

 电针刺激了相应的肌肉神经纤维，降低了交感神经的兴奋性。电针同时改变了脊髓的神经活动，
诱导许多化学物质的释放，比如吲哚分，五羟色胺，多巴胺，以及GABA。电针迅速的改善卵巢和
子宫的血液循环，从而恢复雌孕激素的平衡。Raja-Khan N. et al. 在美国生理内分泌代谢杂志上发表的
文章指出针灸通过刺激分布在皮肤和肌肉的躯体感觉神经改变了内分泌和代谢功能。躯体感觉神经
发出信号给大脑，大脑发出指令来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以及免疫系统的功能。
这一系列的变化降低了血压，血糖和炎症。打坐，愈加，和气功能使大脑放松，但我们需要天天练习，
才能减轻生活和工作压力。同时我们必需限制使用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特别是智能手机。

 新的临床经验发现多发卵巢囊肿并不是总和肥胖连在一起的。
 越来越多的妇女患了多发卵巢囊症，但她们并不胖。她们通常有很好的身材，肌肉发达，热
衷于锻炼，但是她们的月经和激素很不正常：她们不经常排卵，痛经很厉害，LH/FSH 的比例倒置，
睾丸酮过高，孕激素过低。这些妇女通常吃很多甜食，但她们做剧烈锻炼，睡眠很少，所以他们从
不超重而且身才苗条。但因为她们有过多的睾丸酮和过低的孕激素，她们会长很多痤疮，月经过少
甚或闭经。因为孕激素相对不足，她们很难怀孕，还可能会有焦虑症。孕激素可以帮助妇女身心放松，
睡眠较沉。这就是为什没妇女进入更年期后会产生焦虑症，失眠以及心动过速。

参考文献：
1  Raja-Khan N, Stener-Victorin E, Wu X, Legro RS. 多发卵巢囊肿在替代医学中的生理基础，美国生理内分泌代谢
杂志，2011，7；301（1）E1-E10。
2  Hotze, S. and Griffin, K. 荷尔蒙，健康，和幸福，重现青春的自然医学秘方。森林出版公司。 
3 Dean, C.M. 荷尔蒙平衡 : 恢复健康和活力的妇女指南， 阿德姆媒介工司， 2005。
4 郑荔，针灸和激素平衡，北卡洛来纳，鲁鲁出版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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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上回阐述了气功的基本概念，主要分类，特点，常见误区，以及气功与瑜伽或者体育锻炼的
区别，并且在最基本的层面介绍了我所认知的气功，练习气功的基本方法和最重要的心态等问题。这
次将谈谈之前没有谈到的气功的“功”的部分，也是很多人印象中的比较神奇的那些方面。
 在正式谈之前，仍然需要强调，练习气功的主要目的是强身健体。功虽是练出来的，更是有缘
分才可获得的。追求道德修为的提高应当优先于对神奇功能的追求。有幸获得一些功能的时候更要能
保持一颗平常的心。作者将结合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对气功的认识，把气功分为几个主要的层次来逐
一讲解。
 练习气功的第一个层次是练气。上回提到，一般早晚各练习 15 至 30 分钟即可。在开始之前可
简单的舒展身体，尽可能的将身体伸展开来。这点有些类似瑜伽的理念，在某个方向尽可能的伸展或
者弯曲身体，只需简单的舒展一下即可。然后在安静的环境下，用打坐或者站立，自然的放松身体，
缓慢的调整呼吸，舌尖轻顶上颚，假想并尝试感受随着吸气的时候，气从头顶入小腹，而呼气的时候
身体的废气从四肢排出。在练习的过程中若身体局部有小幅的自发运动，属于正常，尽可放松并随之
运动。
 练气的过程非常简单，但贵在坚持。一般来说，很多人都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练习以后找到所
谓的气感。通常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小腹和后腰有类似的热感或者酥麻的感觉，大多感觉发生
在体表。气感强的时候不仅仅是练气的过程中有感觉，甚至整天都可以感觉的到。还有一些人可以感
觉在练习过程中双手会有气在集中，将双手手心保持 20-30cm 距离想向的时候，会有类似在揉棉花的
感觉。这些都是气感的表现，但初期的气感一般都是比较弱的，通常是练习者本人能够感觉的到。
 练习出了气感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这个时候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心
态，继续坚持练习，切不可去做用力发气之类的事情。很多人也是由于得到气感后过于去感受这种新
鲜感，进而逐渐放弃了继续练习到更高层次的道路。反之也有很多人由于长期练习却得不到气感，进
而放弃了继续练习。所以气感是练习气功的第一层，也
是考验练习者心态的第一关，只有保持一颗平常心才能
够走向更高一层。
 作者认为小周天，就是人们经常听闻的任督二脉，
是气功练习的第二个层次。听起来很飘渺，但却并不是
高不可攀。互联网能够搜索到很多小周天的图解，它是
一个与四肢无关的人体侧面图。“小周天，本义指地球
自转一周，即昼夜循环一周；后经引申，被内丹术功法
借喻内气在体内沿任、督二脉循环一周，即内气从下丹
田出发，经会阴，过肛门，沿脊椎督脉通尾闾、夹脊和
玉枕三关，到头顶泥丸，再由两耳颊分道而下，会至舌
尖或至迎香，走鹊桥。与任脉接，沿胸腹正中下还丹田。
因其范围相对较小，故称小周天”。而完全打通小周天
则是作者划分的气功的第二个层次。这是一个比较漫长
的过程，因为严格来讲，需要一个个穴位逐一的打通，
而具体每一个穴位通的时间又不能由个人所决定。所以
网上一些所谓的小周天速成，作者本人是不会去理会的。
另外，体内乃至四肢每一个穴位的打通，都是一个自然
的过程，无需刻意的去引导或者做特定姿势的练习，仍

气功练习及各层次详解
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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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坚持平常的基础练习即可。
 这里结合个人的经历详细说一下通小周天的过程。每个人的经历可能有所不同，但综合了能收
集到的资料和个人体验来看，后背背部位置的大椎穴是最易于感受的穴位。大部分人在打通大椎穴位
的时候都会类似的描述为“气如蛇涌”。作者本人当年打通该穴位的感觉依然记忆深刻。自己描述为
如同在空中燃放大型的烟花，一股气突然冲到穴位位置然后炸一下，连续 3-4 次之后现象消失。另外
一个自己印象深刻的穴位是胸前的中丹田穴。 感觉在胸口两侧突然聚集了很多的气，有了异常强烈的
气感，然后两边的气突然一起向中间撞击，仅仅一次之后变消失。在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当我发现练
气时候从头顶下来的气变得比以前更加的顺畅浑厚，至此我明白自己的小周天是练通了。回顾整个过
程，尽管我本人本身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先天的缘分，也仍然经过了一段比较长日子的练习才达到这
个阶段。所以需要再次告诫各位气功爱好者。在追求这个“功”之前，需要坚持不懈的练习，更需要
一颗平常的心态。功是一种比较稀少的缘分，不能刻意的将它作为追求的目标。
 之所以将小周天划分为气功的第二的层次，是因为在打通小周天后，练气的效率以及体内气的
运行都会提升到一个更高更快的层次。如同原本用乡村路连接的城镇突然换成了高速公路，速度和效
率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几乎很少主动练习的情况下，体内的气可以自行增长。在小周天通了后
的一定时间以后，可以明显的感觉自己体内气的存量远远超过之前，自己可以逐渐的可以自由的聚集
一定的气在自己身体的局部，一般为手掌，小腹，甚至前额。随着自己体内的气可以逐渐的被自己的
意识所自由控制，并且气的质和量都远超之前。所以可以说，打通小周天是气功练习最重要的一个中
间环节，也是通过更高层次最重要的基石。但作者还是需要强调，无论我们处于任何一个阶段，无论
我们自我感觉如何的良好，只有维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放下对气功功利的追求，一切以自我的道德修
养为优先，自然的对待自己所获得的一些特异的感觉，才可以在这条路上顺利的走下去。
 在打通小周天一定时间以后，自己的气是有可能强烈到让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感觉的到的一个程
度。但作者的重点并不是这里。人人皆知小周天以外还有大周天。但至少在互联网或者可获取的资料
方面，已经很难找到对于大周天非常确切的描述。结合作者自己的经历和认知。小周天是一个与四肢
无关的体内循环，而大周天则是很可能是建立在四肢基础之上的，在体外进行的一个大的循环。所以
走向更第三层次大周天的第一步乃是打通四肢的所有穴位。在打通双手的穴位后，可以用自己的双手
以环抱的姿势，双手相距30-80cm，可以让体内的气进行体外的循环。而双脚，作者暂时不能给出答案。
所以对于大周天，作者本人目前也处于探索的阶段。平和的心态，不可以追求的态度，是我经常自我
告诫的话语。
 这里也说一些关于功的神奇的一些方面。一般来说在打通小周天以后可能会发现自己有了一些
特殊的能力。比如自己的气也许可以强烈到让很多平常人清楚的感觉的到的程度。再如可以用调理内
气的方法来消除身体局部的某些疼痛。可以通过气的体外循环，将他人的疼痛部位置于双手之间，来
帮助他人消除疼痛。所以这里也再谈一下气的本质，作者个人认为气是每个人固有的东西，同时气也
是一种对身体非常友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强烈的气来调理自己或者他人，从而从人体内部进
行微观的疏通而达到排除病痛的目的。但这个气具体对什么样的病痛有特别好的效果，以及如何用科
学的方式方法，需要用数据说话，所以这仍然是一条漫长的探索道路。还有其他一些现象，譬如可以
用自己的气非接触的探测他人的身体，从而了解他人身体的健康状况，等等。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
严谨的人，这所有的一切都要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设备，去一步步的证实，并且这个过程中所有的
测试都必须是可重复的。
 最后，作者暂时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来描述气功的各个阶段的情况。但我相信人上有人天外有
天。大周天之后是什么样的层次虽然暂时不得而知，但希望以后自己能有机会去体会。然后再次需要
让各位谨记的是，修道当以德为先。只有不断的提到自己的品德修为，才可能在气功的道路上面见的
更多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互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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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劝病人戒烟时 , 他们常常提出以下问
题。我在这里就这些问题作些解荅。希望对您戒
烟有所帮助。

 问 : 为什么我一定要戒烟？ 
 答 : 您可能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但仍值得
重复：吸烟从多方面损害您的健康。
 1. 吸烟是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的主要危
险因素之一。其它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 , 高血脂 ,
糖尿病 , 家族史 , 年龄（男性 45 岁以上 , 女人
55 岁以上）和肥胖。当医生为您做体检时，总
会筛查这些危险因素 , 包括问您的吸烟史。
 2. 吸烟造成呼吸道损害 , 导致慢性支气管
炎和肺气肿 , 称为慢性阻塞性肺病。如果您有慢
性阻塞性肺病 , 你将会有呼吸困难 , 依靠吸入药
物或氧气 , 并可能最终出现心脏衰竭。
 3. 吸烟是已知的癌症危险因素，包括肺
癌，口腔癌，食道癌，胃癌，肝癌，胰腺癌，肾
癌 , 膀胱癌，子宫颈癌（女性）甚至皮肤癌。
4. 根据“双胞胎研究”, 吸烟会加快老化 , 减少
骨质密度。

 问 : 但吸烟让我感到轻松 , 这不就是一件
好事吗？
 答 : 尼古丁刺激您的大脑尼古丁受体 , 增
强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 , 给您一种欣快感。吸烟
过程也让您暂时停下休息 ,往往造成放松的感觉。
但用吸烟作为放松自己的方法是不值得的。有许
多其他的方法可放松自己而不伤害身体。例如，
听音乐 , 唱歌 , 演奏音乐 , 嚼口香糖 , 与人交谈 ,
运动或冥想。

 问 : 戒烟会让我变胖吗？
 答 : 研究表明 , 大约 20 ％的戒烟者体重
会增加 4-10 磅。但大多数人重量不会增加。通
过饮食控制和定期运动 ,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
不光有助于在您尝试戒烟时保持您的体重 , 而且
会有利于您的一生。

 问 : 为什么戒烟这么难？
 答 : 吸烟成瘾 , 而且比其它毒品包括可卡
因 , 大麻的瘾还大。 所以 , 反复几次才能最终戒
烟是很常见的。但需不断尝试！每次尝试 , 您就
更进一步接近成功。

 问 : 现在戒烟是不是太晚了？
 答 : 永远不会太晚！戒烟是健康的开始。
在您抽完最后一只烟的 20分钟内 , 您的血压和
心率会下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您的肺功能
会提高，您的咳嗽会减少，呼吸和嗅觉会变好。
在一年时间里 , 您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将下
降 50 ％。您的癌症风险将一年比一年低。研究
表明 , 即使 65 岁以上戒烟 , 他们的寿命会比继
续吸烟的同龄人更长。

 问 : 我该如何戒烟？
 答 : 有些人通过自动停止或叫意志控制戒
烟。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成功 , 
不要沮丧。我建议一个星期减少一只香烟。研究
表明 , 戒烟快或慢会不会影响您最终的成功率。
如果您的“意志”不够强 , 我建议您尝试尼古丁
替代疗法。尼古丁替代品有许多形式：皮肤贴片 ,
口香糖 , 含片或吸入器。原理是通过逐渐减少的
尼古丁摄入量 , 帮助您的烟瘾和戒断症状。
 当尼古丁替代疗法对您无效时 , 您需要要
求药物治疗。目前市场上有两种处方药。安非他
酮 (bupropion), 品牌名称载班 , 该药通过神经
递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模拟尼古丁的作用。
有癫痫病史患者不宜服用安非他酮。 Chantix
的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戒烟药物。它在你的大
脑结合尼古丁受体 , 抑制您对尼古丁的渴求 ,
减少戒断症状。其中一个副作用是生动的梦。 
Chantix 可安全地用于抑郁症患者，但有自杀倾
向的患者不宜服用。
 有人使用催眠术和电子烟成功地戒了烟。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尝试 , 戒烟成功的最重要的因
素是 , 您要明白为什么戒烟 , 您必须为您的健康
迈出这重要苐一步。

戒烟的疑惑
杨薇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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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心脏病及中风学会的资料，中风在美国为第三大致死病因，第一位成人致残病因。
30-50%的中风存活者不能生活自理，15-30%的中风存活者成为永久的残疾者。 中风的医疗花费
昂贵，总计 579 亿，其中住院费用 155 亿，护理院费用 143 亿，家庭护理费用 31亿，而由中风
致残导致的劳动力损失达 64亿，由中风死亡导致的劳动力丧失达 142亿。
 中风康复的目标是预防合并症，减少损伤程度，增加功能的恢复。早期评估及干预是康复效
果的关键，主张使用统一标准评估，并应用实证医学为指南，将病人与家属纳入康复的团队对于病
人及家属加强教育培训，并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已达到最佳康复。
 中风的康复主要是 use repetitive training to overcome “learned non-use” and 增加
神经系统的可塑性。Constrained-induced therapy has been shown to generat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hand function in chronic stroke patient ( JAMA, 2006, 296: 2095). 
Experimental 药物方面包括降脂药 Statin，生长因子 （CSF， G-CSF， 促红细胞素），
Amphetamine，Sildenfil，NeuroAid， Fluoxetine，ThmosinB4； Experimental 非药物治疗
包括干细胞，无创性大脑刺激，针灸，高压氧舱，强迫使用患肢的疗程，实景模拟，机器手协助等。

 我们看看实证医学的资料：临床实验显示抗抑郁药 Fluoxetine 可以增进中风后的自理水平，
减少焦虑抑郁，增加神经功能指数。其机制是增加生长因子促神经细胞再生 （Lancet Neurology 
2011, 10:123-130;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2, 11: CD009286）。高压氧舱可以改
进晚期神经可塑性。74例 6-36 个月的中风病人接受高压氧舱治疗40次可在 大脑扫描（SPECT）
上见到大脑活性的改善 (Efrail et al, Plos One 2013, 8:e53716)。

 还有，小型的临床实验显示经颅直接电刺激 (tDCS, 阳极接在患侧，阴极接在非患及经颅磁疗
（TMS, 患侧高频率而非患侧低频率 )。应用机器手协助性治疗 ,）19个临床实验证实提高了中风病
人的自理能力及手臂功能（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2, 6: CD006876)。实景模拟的 5
个临床实验证实明显增加运动功能（Stroke 2011, 42: 1380）。而针灸和体重支持的踏步的临床
实验没有阳性结果（Top Stroke Rehabil 2012, 19: 226，N Engl J Med 2011, 364:2026）. 
阴性结果也可能与实验的样本不够和其他因素有关，临床上也在广泛使用。

ਵଅ፺

王青梅医师

中风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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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potential mechanism of replenishing kidney-essence,removing 
phlegm therapy on CaMKII- α on hyperphos- phorylation for AD rat model

胡慧   王平   孔明望   丁凤敏
( 湖北中医学院，武汉 43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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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构建基于网络平台的具有中医特色的社区中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模式，实现此类人群的
健康管理。方法：将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管理课题组和湖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科研小组在
湖北省武汉市某社区收集的调查资料双人双录入 Epidata3.0 软件后导入中医健康管理平台。
受访者凭借唯一的登录名登录平台，可以查看并下载评估报告及护理方案，还可以根据症状
的变化重新在线问卷答题，平台将根据受访者的症状及轻重程度给出评估报告和个性化调护
方案。

结果：平台从食疗药膳，穴位按摩，刮痧，艾灸，拔罐，药枕，足浴，药浴，情志，运动，
生活方式等方面对 396 例受访者进行护理指导和健康管理。

结论：基于网络平台的具有中医特色的社区中老年人的护理和健康管理模式可以提高中老年
人自我护理和健康管理意识，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关键词：网络平台；中老年人；辨证施护；健康管理；社区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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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ਖॼ᎐˨ተෆ০ܹ৯ྠ˨ᅦى˨ىዦෙݬȣ�
� ȣۺݨህֱᏔ˨ೄ০ଙݨᎈ˨ݨۺࣅປᇴᏜ๕ᄢ১Ꮘᇿݾ
ொ७ڝ˷ۺݨౠޱჲ፭০Ꮉ˨ىᏒᎹᇴቇිಮߖᏳڝ״˨ᄏྯݨᇴࣅᎈଙሞݨۺ
ྨڋણᏕ০৯Ꮋྨݨ˷٪ಮݨᏒሡݠݤᅦىى൬˨ྰࣣ˨।ࣣࣣݨ༶˷ڝࠍቸ
ᄐݕহק൛۞˨ߢዲڱ৭ᆥ˨৯Ꮋݨᆥྭᅢࣣጿ˷ڝܙק൛۞་ᇼ༡ߢၼ৯Ꮋ༶˷ڝ

   ---- 从马聪一家的车祸遇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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۶ඨྡᎄڋၼါىॉᅢྨ˨ಮىగࣣࣣጿ˨ણᏕྨݨ˷ࠝᄢᏒߢᅦࣣࣣݨ
ࣣጿ˨ᅒዦܲ˨০Ꮉޱౠܲ˷ग০ௗ፺ؙ༘ྨݨᎹᇴহቸࣣ൬ྨᾥࣴ੮၅ႍ˷ᅞ
ڝݨྑݱקᏒ ˷༶ݨࣣ᭠ࣣვࣴ੮˨ڋ ᅞڝݨྑקொᏒዸଙࣣ᭠ࣣࣣࣥປஶ˨
ྨగಮྨى˷ߺᅞקᏒ൛۞ዸቸߢෙࣵߢქဧྨݨၵᄅ˷Ᏼᅞڝޱދڝᄐࣴڝ
ৎଙሞݠᎄॉᅢܹྨ˨ི˨ྨഀجଙംݠᎄۯዦෙာ˷ޜ۬ܙህֱ �����
ಟቸᎄླྀၵᄅ˨ग༡ۿ፳ޜ˨ଙሞዲڱਖ਼ेࢸჲ፭ࣣጿ˨ࣣ൬ࣣጿ˨ॉᅢါྨى˨০
ᆖࣸྨݨ˷ग༡སඟޜ˨ଙሞዲڱగಮࣣىጿ˨༰০ၧࣣىጿ˨ى০ᅦഀىዦྨݨ
০Ꮉޱౠྨݨȣௗ੶ፆᄷᎈዟੵॉݨษୢ۬િଙሞቸࠥݨ༒˨፝ߣ࠶ಳ˨ໂ
ኪ७ȣ
� ோؙᐖȰ*ODVJRZݨߊڴਨ݉ࣜৼܹྨࢴቸݨኂীಜߖ ীಜோؙȱᎹᇴሊປࢴ
፺ؖ˶ፚᇇ˨ܶ০፭ࠔޱȣ�ፚᇇ࠶Ᏼޱፚᇇ˨८፰ፚᇇ˨ܒဨፚᇇ০ಃቸፚᇇሊܙܔ �
ਫၼށ࠶ ܙܔล˨दॷ˨ኗ˨ख़ᜃ০Ⴐᇀሊܙܶ˷࠶� ᎃ࠶� ˨௺፺ܙᐑୖࠔ፭˷࠶�
ဨުႍ˨ဨࠔ˨፭ၘฺࠔ˨፭ጩࠔ˨ಃቸैࠔሊܙܔ ᎃ࠶� ˨ȣፆᇥྛୢ࠶�
ᏼ࠶ዠ �˨ྨߊሞჲၼ࠶���� ߺ˨ߊ᎒ၼ࠶ �� ኪݨቸᄵ״ࢴȣፆᇥଙሞቸߊሞ໋ၼม࠶
७ࣜৼȣݨހؙेܕীಜோؙཎኂߊ˨గഀᆥॖ˨བྷဂ७مऽᏊ˨ॖሡᴬߺᆥඪ
ೄ᎒༺ᎄླྀ˨ᅠݨܬঈ८ᅒဎၾھᇼॖଙംڱၼ፴Ⴡȣ
� ۺ፰ၼڮઊ༡ሇᆓႜ˨ᅒႜᇼ༡হႜ˨�ቸ་م০১ᏻॉ፤ႜᅬݨ७ۺ
ݨஸྰࠔȣࣣጿݨኢॉᎃ໕ ߏݨംࣂ˨Ⴆ۸ᇴኪࠠતౠᆖའ˨ᇴኪࠠৗႀྭڌ˨ወࢴ�
ூᅶᇴ་ਚेርல˨ᅒᎉݨਵଅेਈݨጹॖᇴȣ۸໋ᐎڋݨፔࠂ˨ݘኂ ��� ྨ
ث˨ؙᄆၼါဨ˨ါዔ˨ટઝ፤Ꮤ০፬୕˨ଙሞھᆆབྷᎃབྷབྷወȣۺߺ
১ᏻॉ፤ଙሞھᆆڌࢺȣઝ໋ࠔᄆۺᅢᇕ ˨᎒ዠᐪಖجۺরሮݨଙ߶፻˨م
ሞ᎒ઝல ሡ˨ኂޱ ༁˨ಧሡᅟ ઢษ۫ڋ˨ڋ ۞˨ஒळ ᅒ˨৸ ༰˨چ જ˨ଦ ሠ˨ኜ ษ˨ᆅޱز˨
ᆻቘᄜ፡ڋ০ࣀᐗ˨م໕ᅶᇴᇳჁନᎈ˨ڋଙܵ ฒทઐߺ˨תઊمወ፰વȣࢴ�
ȣࠔਈᇼଙሞቸஎཾݨ
� ܕህਈོႍทດ༰ᤂ˨ఀࢶࢴඨྡਈမݨ༡ૐܹݨဨेሿቘȣୢಈख७
༜ݨ֤֤ݨܕဨݡৡ۬˨ᆖᆥᎪᅒዦثਉߺᏁዀ˨ݨܕઽכဨኣ૪˨ལြܸႰࠈᅞ
ȣ֤রख७િᏁዀௗ˨้ቱทጹ˷ܕઽᇼᏁዠௗಋಋਈ˨ษᆅନ˨๙
Ⴐࠈরใ໋֮ȣႤಏ /H[LQJWRQ ุݨংᐉ፱மௗܕህਈহ &KLQHVH�$PHULFDQ�$VVRFLDWLRQ�RI�
/H[LQJWRQ��&$$/��3�2��%R[�����/H[LQJWRQ��0$�������FRQWDFW�PD�RUJ˨დၯܹਈ۞ኴ༰ୢֽᎼፆمࢴᅠ
�ਈမȣݨ
� Ꮌᆉᅇֽ˨ھ༡ઝ፩އህݨ༡ᅒੵॉᇳჁ᎐˨�ॖᇴ᎐ݨ७১ᏻॉ፤ۺኂߖ
੶˨ᆜำઝ৺၄˨፡๕݃ۺݨᎈ০Ᏼ๙ङڴȣ༤ݨݕᇳჁቸனኂ፤Ꮤݨନᎈ˨ଉ
ሠኜᇳ০ܥಧᇳ״ߢቫȣ�ᇼ༡ሇ᎐ᅒۺݨைऽࠝࠈ˨ሼၼᅒ༡ህݨȣፆ࿎
ህࢴއহ˨ܙሇࠀ༈ഐህᄢਵଅݨႤዠࢴወمᅠཛྷݠߺݝᎄᐓਖ਼ປࢴứࣣࣣጿȣრ
ࣻௗ౮టݨႤዠ۸໋ௗ ࢺௗ˨ይใ໋֮ȣੵगህጹඎᏳ˨ࣣጿႍܳࠓمއᅕિቸࢴ�
ௗمݧمᐖ༰ཏ፡ȣ༰ཏ७ऽ۸໋֟ြ˨ፆ་६ݻڡતჲᅒௗȣྏঈંࣣޱ ���
ဂங༜༏مኼ˨ࣣݨᅬિ༡ܑ౧ȣႤ፟ޛௗᏴৰݨᅒ࿂˨֟ࠥއዠ൨ॉᇤेቅ
།ਵ˨ኪࠠཏ७ݨॉج፤ȣಇဂࢦڒဓሾ˨ेजᏳௐဂᥴᄴ˨੮᐀ࠥ౧ֹൈ˨ھऽݨ
ᅒથȣ༉ۥٺ७˨ਗߏھூႀྭݨৗ০ቚݨৗ᭤˨སኧ˨ւೌ˨ݬݬ૧໋ኢॉைऽȣ
Ⴄ໋֮७Ⴄ֟ፆᄷฐহ࠶ᄝࢶႤثݨ˨૧״ሞ᎒ଟेȣႤፊݨڷᏃࡡዠᇭኼݨ
ᇠݨे֤֤ܕઽ˨Ꮓླಏेᅒ௵ۺݨይኢॉ˨ᅐፕᐗිୢ˨༟ፃდၯഉಏਵଅߺ
ኌ଼ݨȣᇼፊݨڷᏃႍࡡ൷ቹಏፈ˨ઓษᄝ༶˨ᇼदᄴቕ੧ݨ᎘ညጡ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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