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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学 要 闻

最新临床进展拾遗

杨薇医师，内科

孔学君医师，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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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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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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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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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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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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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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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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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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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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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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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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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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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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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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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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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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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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血脂管理指南新变化
许海燕医师，心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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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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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疼痛与脊髓电刺激术
胰腺癌的治疗 : 最新治疗与展望
纪永莉医师，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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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鸿辉医师，疼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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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前区疼痛就是心绞痛？
李大元医师，心脏科

1.ACPC Resource Guide to Chronic Pian Medication & Treatment, 2013 Edition. American Chronic pain
Association.
http://www.theacpa.org/uploads/ACPCResource_Resource_Guide_2-13_Final_011313.pdf. Page 8. Accessed
April 18, 2013.
2.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ealth, Research on Low Back Pain and common Spinal Disorders, HIN Guide,
Volume 26, Number 16, May16, 1997.
3.Stewart, Walter "Buzz"-"Lost Productive Time and Cost Due to Common Pain Conditions in the US
Workforce,"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Nov.2003.
4.R.Malzack,P.Wall, Pain Mechanisms: A New Theory. Science. 1965;369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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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雨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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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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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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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阿片类药物，论 FDA 的功过
张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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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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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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角膜塑形学及其近视治疗应用简介
Richard Yilin Zhang, MD, OD, Ph.D，电话：（781）6762020
16 Clarke St, B2, Lexington, MA 02421 www.drzhangeyecare.com

专家解读 2013 版
《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孙香兰医师

15

16

一个 54 岁男子腹痛二到四周
Grace Perez Lirio 医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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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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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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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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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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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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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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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随想
黄明达 医师
三十、纤维组织炎与气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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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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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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练习及各层次详解
王飞

郑莉 针灸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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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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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戒烟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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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薇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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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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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的康复
王青梅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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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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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asaki University of Health and

31

32

---- 从马聪一家的车祸遇难想到的
孔学君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