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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医学交流协会简介 
 

美中医学交流协会是由美中医学界专家及权威人士共同组成的 501 C (3)非营利性医学协会。协会宗旨是全面促进中美医学交流，传播

东西方医学信息，提高医学服务质量及人类健康水平。利用强大的美中医学界专家阵容及诸多华人医生及医学科学家回馈同胞的夙愿，

以医学教育及医学期刊为平台，建立多方位中美医学教育及交流的跨国学术性实体。 
 

 美中医学交流协会拥有广泛的专业社会资源与网络，包括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其它著名医学院校的权威医疗健

康领域专家，协会核心成员都拥有很强的学术和社会关系及网络,使协会领导能够履行其使命。 
 

 医学期刊  
为了促进医学知识的传播和交流，美中医学交流协会出版两份医学期刊: 英文版的《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Science》和中文版的《北美医学与健康》。均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 
 

《北美医学与健康》http://www.najmh.org 是一个面向全球华人的中文版医学教育期刊，杂

志以"循证医学"为指导, 旨在介绍最前沿的医学进展与最新的健康理念和实践。杂志创刊

于 2008 年 6 月， 1944-0936 ISSN (出版号) 1944-0944 (电子版)。 
 

《北美医学与科学》http://www.najms.net , www.najmed.org 是同行专家评审的英文版专业

医学期刊， 1946-9357 ISSN(出版号), 2156-2342(电子版)。杂志致力于传播现代医学不同领

域的最重要研究成果及高水平论著。为全球各专业医生及医学科学家发表他们的科研成果

和综述提供了与主流学术界接轨的有效平台。 
 

 项目  
 
*国际医师交换/培训项目：通过与哈佛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合作，美中医学交流协会组织开展了相关项目。授课团队均

采用哈佛大学教职员和各科专家，协会负责为各种短训实习见习提供全套服务及安排，参与者可颁发结业证书。 
 

*国内外医学项目对接，远程医疗及国际会诊安排，学术会议、研讨会及继续教育课程：定期举办，贯穿全年。 
 

*“治愈自闭症研究院”致力于理解和治疗自闭症，科研合作，中西医临床咨询，专业人士及家长培训，网址为
www.tocureautism.org 
 

*社区义诊服务，健康咨询，公共医疗培训，中西医结合，乙型肝炎及癌症普查项目 
   

 顾问委员会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的顾问委员会由世界闻名的医学家及医学经济学家组成。 
 

Lester Thurow, Ph.D，顾问委员会主席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赖弥尔森（Lemelson）管理及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民主党的经济参谋；1987 至 1993 年担任 MIT
斯隆管理学院院长，1996 年起于 MIT 任教，专研国际经济、总体经济、公共财务及所得分配，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

济问题权威。 
 
 

Alexander Leaf, M.D.， 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亚力山大·里夫医学博士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杰克逊教授，曾长期担任麻省总医院内科主任。 他因发现

omega-3 鱼油对人体有益，获得国际声誉。他指导的研究生中有四名先后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Samuel Tinsing Mok，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莫天诚先生是华盛顿康德国际咨询公司的主席。自 2001 年到 2007 年，他被布什总统任命为联邦政府劳工部首席财

务官。在此前，他是美国财政部首席财务官。莫先生是美国政界职位最高的少数华人之一，他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华

人界的领袖。 
 
 
 

Stan Finkelstein, M.D.,  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费可斯坦医学博士1975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现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生命科学联合培养项目教授。费可斯坦

医学博士主攻医学技术分析及转让。他担任多家国际大型制药公司，健康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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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期又与大家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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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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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干细胞 的 秘密 “干细胞标识” 
张眉，MD， PhD 

EMD Serono Research Institute, Merck KGaA, Darmstadt, MA 

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HMS）的研究人

员的对许多种癌症的癌症干细胞基因表达模式的分析，揭示了

一个癌症干细胞的秘密即 “ 干细胞标识 ” （ Stem cell 
signatures）。调查结果，发表在 8 月 21 日《基因组生物学》

杂志上，显示了对癌症的诊断和治疗的新途径。 

肿瘤来自细胞的盲目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肿瘤细胞类似其原

组织的细胞，例如，结肠癌细胞和正常结肠组织很像， 而脑

肿 瘤 的 细 胞 酷 似 正 常 的 脑 细 胞 等 等 ， 例 子 很 多 。 
 
犹如正常细胞来源于干细胞和前体细胞，癌症细胞来自“癌症

干细胞”，或者具有类似的能力的，能维持肿瘤生长的细胞， 
这是癌症研究的一大重点。如能确定，其治疗潜力是巨大的：

如果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导致肿瘤扩散的这些细胞，医生就会有

特定的治疗目标。现代的概念是，没有癌症干细胞，就没有肿

瘤生长。 

以前的研究已经确定了极少数类型的肿瘤（如白血病干细胞和

乳腺癌干细胞）的“干细胞标识”。现在，在该小组的研究人员

已经确定了正常干细胞中其表达受到严格控制的一组基因，并

展示了相同的一套基因在各种各样的癌症（血液，脑和许多上

皮肿瘤）也如何同样表达。 

“换言之，从基因表达的角度来看，癌症像它们来源的正常组

织具有同样的特异性“干细胞标识”，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

著名儿科教授、哈佛大学医学图书馆（Countway）的生物医

学资讯部主任、该文的资深作者艾萨克 .寇汉林（ Isaac 
Kohane）说:“我们发现 “干细胞标识”可以作为设计治疗方

案的出发点。” 

此外，寇汉林团队的研究还表明这个“干细胞标识”与癌症相关

的临床分级密切相关（即内含越多“干细胞或类干细胞”的肿瘤，

癌症分级越高）。后者的观察为肿瘤病理学家采用便宜和芯片

辅助的诊断检测方法铺平了道路。 寇汉林中心的实验室研究员

莱森.帕尔默说：“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使用“干细胞标识”的方

法，来识别处在潜伏期但可能成长为极具侵略性的肿瘤，它们

在显微镜下可能暂时显示是低度或者是中度的肿瘤。 ”       
（摘译自 HMS News Clips, 审稿：孔学君医师） 

 

 

最新 医学要闻 集锦 

杨薇 医师-Beverly 医院内科 

 
1.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今年 6 月 11 日报道，随机临床试验比较

基础胰岛素治疗和标准治疗对轻型糖尿病或血糖不耐受病

人的影响。在六年的跟踪中发现用基础胰岛素治疗的病人

有较高的低血糖发病率(N Eng J Med 2012 Jun 11) 
2. 英国医学杂志今年 5 月 31 日报道，病例对照研究发现膀胱

癌的发病率随着使用皮格列酮的时间和剂量增加。(BMJ 
2012 May 31; 344: e3645) 

3. 英国医学杂志今年 5 月 31 日报道，前驱糖尿病病人中风的

危险有明显增加 (BMJ 2012 May 31; 344: e3645) 
4. 英国医学杂志今年 6 月 7 日报道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心房纤

颤的女性患者较心房纤颤的男性患者有更高的中风发病率

(BMJ 2012 Jun 7; 344: e3522) 
5. 美国医学会期刊 6 月 6 日报道了观察性研究显示低剂量阿

斯匹林对低危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仅有微妙的益处。(JAMA 
2012 Jun 6;307: 2286) 

6. 英国医学杂志今年 5 月 23 日报道，观察性的研究表明从征

状出现到 PCI 的时间比苐一次就医到 PCI 的时间更能准确

的估计预后。(BMJ 2012 May 23;344:e3257) 

7. 英国医学杂志今年 5 月 29 日报道，前瞻性研究表明老年肺

炎住院患者的死亡率隨着有糖尿病过去史及入院时血糖超

过 108mg/dl 而増加。(BMJ 2012 May 29;e3397) 
8. 免疫顾问委员会推荐 13 价肺炎疫苖可扩展到免疫功能受抑

制的成人(http://viajwat.ch/Oct85Y) 
9. 英国 Lancet 杂志报道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多专业共同管理

耳鸣其疗效更好后果更轻。(Lancet 2012 May 26;379:1951) 
10. 内科学杂志 5 月 1 日报道，人口观察研究表明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应定于 20 ng/ml (Ann Intern med 2012 May 1;156:627) 
11. 英国 Lancet 杂志 6 月 16 日报道比较不同的二线药物对治

疗二型糖尿病的疗效。与二甲双胍联合使用。胰岛素

Glargine 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较 SitGliptin 好, 但有更高的低

血糖发生率 (Lancet 2012 Jun 16; 379: 2270)。 
12. 今年六月心脏杂志支持其他研究发现非从食物摄入的补钙

与増加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有关 ( Heart 2012 Jun;98:920) 
13. 今年五月循环杂志发现老年心肮仃搏的神经性心源性晕倒

受 益 于 安 置 心 脏 起 搏 器  (Circulation 2012 May 
29;125: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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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国医学会期刊 6 月 6 日报道评估了肌钙蛋白与非心脏手

术三十天后死亡率的关系。发现肌钙蛋白峰值与术后三十

天死亡率有关 (JAMA 2012 Jun 6; 307; 2295) 
15. 临床传染病杂志六月刊登的一项共分析研究表明, 与其它抗

生素相比 Tigecycline 与治疗无效及较高的短期死亡率有关 
(Clin Infect Dis 2012 Jun 15; 54:1699) 

16. 急救医学杂志六月一项对照研究发现异丁苯乙酸 Ibuprofen
对预防 l 急性高山缺氧症的疗效与醋唑磺胺及地塞米松相

似 (Ann Emerg med 2012 Jun; 59:484) 
17. 英国 Lancet 杂志 6 月 21 日报道了一项研究比较用七日或

十四日疗程环丙氟沙星治疗孕妇急性肾盂肾炎。发现短疗

程可降低粘膜念珠球菌感染的危险 (Lancet 2012 Jun 21)。 
18. 泌尿学杂志 5 月报道泌尿专科评估肉眼血尿, 发现膀胱癌

是肉眼血尿中最常见的诊断之一 (J Urol 2012, May; 

187:1561)。 
19. 神经病学杂志 5 月 22 日报道不同的抗癫癎药物与出生缺蜭

关系的研究，服用抗癫癎药的妇女产生先天性出生缺陷的

相对危险性较非用药妇女髙 1.8~3.8 倍 (neurology 2012 

May 22; 78:1692) 
20. 糖尿病杂志 6 月刊登美国糖尿病协会和欧洲糖尿病研究协

会发表一个新的声明，建议糖化血红蛋白的目标 根据疾病

的合并症的存在,疾病的时间等因素而个性化 (Diabetes Care. 
2012; 35:1364) 

21. 在 6 月 20 日的美国医学会期刊中，研究人员评估

不同的生物标志物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新

的标志物，如载脂蛋白 B 和脂蛋白（a）较传

统的危险因素仅略改善风险预测  (JAMA. 
2012;307: 2499) 

22. 7 月 9 日内科医学档案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

住院治疗心房纤颤患者节奏控制和速率控制结果。

速率控制与节奏控制在短期和中期的跟进中死亡率类

似。节奏控制在长期跟进中死亡率比速率控制较低 (Arch 
Intern Med. 2012; 172:997) 

23. 在“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的一项荟萃分析中，研究人员比

较了各种防止症状性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方法。与

依诺肝素相比, 利伐沙班显着降低症状性静脉血栓栓塞症的

发生率，但临床出血的风险增加 (BMJ. 2012;344:e3675) 
24. 临床内分泌学与代谢杂志在 6 月一项纵向研究寻求社区居

住的成年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自然史。研究人员

发现，高基线水平的 TSH 和抗过氧化物酶抗体的存在预示

着恢复到正常甲状腺功能的可能性较低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2; 97:1962) 

25. 英国医学杂志的网站上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研究表明，适

量饮用酒精比不饮酒女性类风湿关节炎的风险较低 (BMJ. 
2012;345:e4230) 

26. 7 月 17 日内科医学年鉴一项横截面分析发现年轻从未生产

的妇女，有 13％报告尿失禁 (Ann Intern Med. 2012;157:87) 
27. 7 月份的美国胃肠病学杂志一项研究表明，持续预防性阿

司匹林治疗患者发展胃或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与以下因素无

关: PPI 治疗有效性的下降，增加发展出血性溃疡的风险以

及增加患病率和症状的严重程度 (Am J Gastroenterol. 2012 
Jul;107:1022) 

28. 7 月 1 日美国呼吸与危重监护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以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为生物标志物指导的治疗与传统方法治

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疗效相当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2; 186:48) 

29. 6 月 5 日内科医学年鉴一项队列研究显示，影响的开发后续

在儿童癌症幸存者出现续发性肿瘤与以下因素有关：腹部

放射治疗，化疗药物的类型，原发癌的类型 (Ann Intern 
Med 2012 Jun 5; 156:757) 

30.  前列腺肿瘤介入治疗与观察研究在 7 月 19 日的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发表，比较前列腺切除手术和观察等待,没有发现

所有原因的死亡率和前列腺癌的死亡率有显着的差异 (N 

Engl J Med 2012 Jul 19; 367:203)。 
31.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螺内酯 

(spironolactone)治疗与患乳腺癌的风险不相关 (BMJ 

2012 Jul 10; 345:e4439)。 
32. 8 月 1 日美国医学会期刊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白内

障手术与降低任何骨折的整体风险有关 (JAMA 2012 Aug 1; 

308:493)。 
33. 7 月的美国老年病学协会杂志的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糖

化血红蛋白在 8-9％的范围内，体弱的 2 型糖尿病老年患

者功能性衰退或死亡的发生率最低 (J Am Geriatr Soc. 
2012;60:1215)。 

34. 7 月 17 内科医学年鉴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研

究发现，艾司西酞普兰 (escitalopram)可降低接受

干扰素治疗的 C 型肝炎患者抑郁症的发病率 (Ann 
Intern Med. 2012; 157:94) 。 

35. 8 月的临床精神药理学杂志一项多中心临床

试验发现，对艾司西酞普兰 escitalopram（一种选择

性的 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反应迟钝的抑郁症患者在

一个月或 2 个月换到度洛西汀 duloxetine（一羟色胺 - 去
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 早期的交换与显着较高的缓

解率相关 (J Clin Psychopharmacol. 2012;32:479)。 
36. 7 月的美国胃肠病学杂志的两项荟萃分析评估抑制胃酸治

疗与难辨梭状芽孢杆菌感染的风险。他们发现，PPI 与 H2
受体阻滞剂这两类药物均增加感染的风险，但 PPI 治疗增

加感染的风险更大。 (Am J Gastroenterol. 2012;107;1001) 
37.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一项观察性研究评估使用 PPI 对氯吡

格雷治疗患者的疗效的影响。在分析中病人担任自己的对

照，PPI 的使用与心肌梗死风险的增加不相关。 (BMJ. 
2012 Jul 10;345:e4388) 

38. 据 7 月 12 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项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结

果, 晶体溶液是败血症患者扩容复苏的最佳选择 (N Engl 

J Med. 2012;367:124)。 
39. 英国医学杂志的网站一项关于老年男性腹主动脉瘤筛查的

成本效益分析发现, 一次性筛查符合成本效益, 两次性筛

查（即首次超声 5 年后重复测试）符合成本效益, 主动脉

直径在初步筛查时扩张増加重复筛查的成本效益 (BMJ. 
2012; 345:e4276)。 

(摘译自 Journal Watch July， August 2012，审稿：孔学君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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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因 & 青光眼 
                                                      武丽, MD - 哥仑比亚大学眼科 

 

2012 年 8 月“眼科和视觉科学研究“杂志 (IOVS, 2012) 

刊登一篇题为 “咖啡因/咖啡与剥脱性青光眼关系” 前瞻性研

究报告[1]，将喝咖啡和剥脱性青光眼（一种常见的继发性青光

眼）联系起来，发出了一个引起关注的信号--日常生活习惯对

疾病的影响。这项研究指出每天饮用多于 3 杯的咖啡（大于

500mg 咖啡因）可能增加患剥脱性青光眼/疑似剥脱性青光眼的

危险。 

 

在世界范围内，咖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广泛饮用的饮料， 

而且大约 20-30%的人每天至少饮用 500-600 毫克或 2-3 杯的咖

啡。在美国，80%年龄 50 岁以上的成人都有每天喝咖啡的习惯。

据美国农业部的计算，每杯 200 毫升的普通咖啡(regular 

coffee) 含大约 137 毫克咖啡因，每杯茶含 47 毫克咖啡因，每

罐或每瓶 Cola 含 46 毫克咖啡因，每克巧克力含 7 毫克咖啡因

[2]。咖啡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它是一种甲基化黄嘌呤衍生物，

对身体不同的组织系统有不同作用，如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和心

肌系统，松弛呼吸道平滑肌, 利尿和通过血管收缩增加血管阻

力等。我们所知道的喝咖啡能提神解困就是咖啡因对中枢神经

系统的作用。那么咖啡因与青光眼之间有何关系呢？ 

 

 2002 年，以色列的眼科医生做了一个试验，报道了咖啡

对眼压的影响 [3] 。这项临床试验由 6例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和

22 例高眼压的病人组成，检测了普通咖啡和低含量咖啡饮料

（decaffeinated coffee）对饮用后 30，60，90 分钟眼压的影

响。试验结果显示：低含量咖啡（3.6 毫克/200ml 的咖啡饮料）

对眼压不产生影响，但普通咖啡（咖啡因 180 毫克/200ml 的咖

啡饮料）饮后 60-90 分钟期间，眼压可出现暂时的升高。由此

提示青光眼或高眼压的病人应少喝咖啡或含咖啡因的饮料。

2005 年，澳大利亚的悉尼蓝山地区的眼病调查，3654 人参加，

重点对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患者每日咖啡/茶饮用量和眼压的关

系做了多变量率分析。其结果显示，在开角性青光眼患者，每

日普通咖啡高量饮用患者的眼压平均值(19.63mHg) 明显高于不

喝咖啡的患者的平均值眼压 (16.84mHg)，有统计学差异。但是，

在高眼压患者和无开角性青光眼的参加者中，咖啡对眼压无影

响。提示咖啡和眼压高的青光眼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4] 。 

 

美国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两个

大样本人群健康调查和至少 24 年随访（每 4 年一次至到 2008

年）。两个大样本人群调查分别是：1980 年启动的有 79,120

名女性参加的“Nurse Health Study, NHS“，和 1986 年启动

的有 42,052 名男性参加的”Health Professional Follow-up 

Study, HPFS”。参加者的年龄为 40 岁或以上，无青光眼病史，

所有参加者接受随访问卷调查至 2008 年，其中包括了咖啡和咖

啡因饮料的每日饮用量，咖啡种类等等与生活习惯有关等问题。

波士顿的多家医疗单位的眼科医生和研究者对这两个人群收集

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有 7330 名女性和 3089 名男性，在随

访研究期间被诊断为青光眼，其中 66%的女性和 56%的男性患者

提供了医疗诊断和治疗证明。他们进而分别对 1100 例原发性开

角性青光眼和 360 例剥脱性青光眼/疑似剥脱性青光眼，做了患

病危险因素的多变量率比率 (Multivariate rate ratios, RRs) 

和联合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和咖啡的摄入）等的分析， 揭

示了咖啡与青光眼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关联。 

 

2007 年， Kang 等人在 ARVO 眼科研究会议和 2008 年在

眼科研究杂志 IOVS 上报道了他们对 1100 例原发性开角性青光

眼患者的咖啡/茶的日摄量和患青光眼的关系 [2] 。分析显示：

低含量咖啡(decaf)和茶不增加患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的危险性；

但是，每日普通咖啡(regular coffee) 高饮量对有青光眼家族

史的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特别是眼压增高型）患者有明显的

影响。2012 年 8 月期 IOVS 上发表了对 360 名剥脱性青光眼/疑

似剥脱性青光眼患者 26 年随访资料的分析[1]。研究者通过分

析患者每天咖啡或咖啡因饮用量的对比，>500 毫克/日的患者

与每日饮用咖啡因<125 毫克/日的个体相比，虽有增加患剥脱

性青光眼/疑似青光眼的危险，但统计学未显示出两者的差异 

(RR=1.43；95% confidence, CI=0.98-2.08; P trend =0.06)。

但是，每天喝 3-4 杯咖啡的人（>500 毫克咖啡因/日）比不喝

咖啡的人，不仅显示增加患剥脱性青光眼/疑似剥脱性青光眼的

危险，还显示有统计学意义 (RR=1.66, 95% confidence, 

CI=1.09-2.54; P trend=0.02)。对每日咖啡饮量高组的女性患

者，有青光眼家族史的比无青光眼家族史，患剥脱性青光眼/疑

似剥脱性青光眼的可能性增加 2.94 倍。研究还证实只有罐装的

普通咖啡 (Regular coffee) 可增加患剥脱性青光眼/疑似青光

眼的危险性；而其他的咖啡类饮料，或将各种含咖啡因饮料加

在一起（如含咖啡因的苏打水，咖啡因的茶，含低量咖啡因的

咖啡或巧克力）都不会增加患剥脱性青光眼的危险。研究结果

指出，每天饮用 3 杯或多于 3 杯咖啡（咖啡因大于 500mg）可

能是患剥脱性青光眼/疑似剥脱性青光眼的一种危险因素。 

  

剥脱性综合征／剥脱性青光眼高发区是在北欧日耳曼诸国，

包括冰岛，芬兰，丹麦，挪威，荷兰和瑞典等，这些国家也是

咖啡摄入量最高的地区，即每人每年咖啡摄入量在 6.8-12 公斤, 

平均 9.2 公斤。咖啡摄入和咖啡因的代谢如何参与青光眼的病

理机制，尚不清楚。有资料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剥脱性

青 光 眼 患 者 的 血 清 ， 眼 房 水 和 泪 液 中 的 高 半 胱 氨 酸

(homocysteine, Hcy) 的水平均明显增高，提示咖啡因可能增

加高半胱氨酸(Hcy) 的水平[5]。咖啡因也可使眼球后的眼动脉，

中央视网膜动脉，后短鼻侧脉络膜动脉的血管阻力增加，而影

响眼压[6]。2007 年，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确定了 赖氨酰氧化酶样蛋白 1

（lysyl oxidase-like 1 protein，LOXL1）基因是剥脱性综合

征/剥脱性青光眼的致病基因 [7]，此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的

突变使其蛋白功能缺陷，从而导致小梁细胞外纤维基质成分的

异常代谢 [8]；LOXL1 蛋白的生物作用是作为一种交联酶对弹

性纤维的合成和更新起主要作用。在肿瘤细胞的转移抑制研究

中揭示咖啡因对 LOXL1 基因有促进表达的调节作用。 

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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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咖啡因是剥脱性青光眼的一个重要危险因子，

咖啡因会使眼压升高，其机理可能与咖啡因引起的血管壁平滑

肌收缩而造成血管阻力增加，及小梁细胞外纤维基质

（trabecular meshwork） 的结构改变引起的房水出流阻力增

加有关。希望本文对于咖啡爱好者有所帮助，也提醒已有青光

眼，已有眼压升高，或有青光眼家族史和其他危险因素的朋友，

饮用咖啡要特别慎重。（审稿：存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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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闭症 的 表观遗传  

      发生论 
 

王晓春 博士   
 

[译释者按] 东北大学教授，著名神经药理专家 Richard Deth 博士从事自闭症领域研究多年，在此文中总结了近年来的关于自闭症的
生化研究并结合自己的成果后提出自闭症的表观遗传起源论这一新见解，并对将来该领域的发展前景提出乐观的展望。由于文章引
用和使用较新的研究成果和概念，和引用较多的数据涉及面宽，因而并不适合大多数读者全面阅读，而是由译作者取其重要点并加
入注解和旁证，以期深入浅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其精髓。有进一步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原文（Deth RC, Whodgeson N. Autism: A 
Neuroepic Genetic Disorder. 2012:3(5):9-19.） 

 

 

说起自闭症的危害及快步增长我们用不着多费口舌了，但对

于它的定义和治疗却仍然众说纷纭。存在一个共识（作者本人

也认同）即自闭症是神经发育失常。但“失常”意味着什么，

怎样失常法？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失常？共识就到此为止了。

有人说肠胃是病根；有人说疫苗是元凶；有人又说免疫失调是

答案；有人指出缺氧缺血是问题所在；有人指出正相反高氧压

及氧自由基是背后枪手（本文持类似观点）；更有人说，这根

本不是病，其中一些佼佼者是冷静的思想者，他们在精神上比

正常人还“健康”…… 

 

不是因为我们第一线的战士们不敬业，相反，也许我们冲得太

前了，以至于看不清其他同僚的位置，在干什么。也许我们都

要退后一步，反而能更好地看清我们的前景，选择最正确的方

向。 

 

我要指出一点，尽管我们各路神仙是各执一词，但最终的拼盘

图景一定不是非此即彼，不是“A或是 B或是 C“，而是每个分

景都有贡献，都要算数，是”A加上 B加上 C“，有如瞎子摸象，

每个瞎子都不对又都对，他们所知的总和方才是正确的全景。 

 

在研究方法学上我们也要更上一层楼。对于这类流行病学问题

（甚至更宽）人们有一种思维倾向，那就是注重平均化的整体 
 

 

数据。然而事实每每表明，我们可以从个体所学到的信息远多

于从大样本平均值所学到的，因为人类基因个性的巨大差异性

使得许多有意义的信息在数据统计中被消音了。 

 

要解释好本文精髓，需要解释和澄清一些概念。 

基因：没有人不知道基因一词，它是人类机体的信息来源，如

果将人类看成一部机器，基因就是这部机器的蓝本。目前生化

学家已经拥有完备的及生物的基因图谱。 

 
基因表达：蓝本是静态的，然而它要真有价值，却是在确定时

间点让特定内容显现出来（被表达）而剩余的部分必须掩盖起

来。一个人从胚胎到老年一直使用一本书（其实整个生物界都

像是在共用一本相似的书），唯一区别是我们所看到的基因密

码是以何种机制导致该生物体的生理形状（如身体的长度，眼

睛的颜色，以及智商）？为什么要被有选择地表达，被表达基

因组怎么正好联合导致预想的结果？掌控表达时间的机理又是

什么？遗憾的是人类的智慧短缺，虽手捧天书依然看不清“门

道”，但确实看清一些“热闹”：在生长因子和激素激发下，

表达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 TF）可粘接于 DNA 特定区段并

由此阻断该区段基因的表达，这种粘接是可逆的，还可被释放

而使之重新获得表达功能，机体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控制表达因

子的功能及 DNA 的表达，从而有机地调控机体生长和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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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甲基化：DNA 某些特定位点（只在胞嘧啶即 cytosine 上，

称 CpG 位点）可以被 CpG 结合蛋白（MBDP）取代为甲基（-

CH3），称为 DNA 甲基化。机体中的甲基化多达 200 多种，但针

对 DNA 的甲基化只有这一种，后果是阻滞或阻止了这段基因的

自由表达，因而可说是上述表达因子调控机制外另一种有效调

控，只是这种调控大多有随机和反常的性质，并被认定为多种

病理过程的根源。需要指出这种甲基化虽是可逆的但强度可以

很强，甚至可遗传 3-4 代，这使它具备了成为疾病甚至遗传病

的条件。见下条。 

 

 

 

     

 

 

 

 

 

  

 
原文图一：正常的基因表达通道及 DNA 甲基化的表观遗传学通道 

 

 

 

疾病的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 of a disease or condition） 
或称疾病的表观遗传发生论。汉语在表达一些科技术语不够精

确且有误导性，表观遗传学一词可算是一例（直观的译法可能

是“疾病的外成论“）。因而更要仔细体会。这是解释某种疾

病生成机理的一种学说。某些外在因素如毒素等对 DNA 表达的

干扰例如甲基化等导致了该病症的生成。这类病症就病因来说

后天为环境造成的属外源疾患（-epi）但它在病程上因造成的

基因改变的后果可持久至终身甚至隔代因而有明显的基因疾患

的属性。由此合成出表观遗传学这一学说。笔者认为自闭症属

此范畴。 

 

毒素等对 DNA 表达的干扰在近年被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多

少年人类作为被造之物无从得知自身的奥秘，对控制自身最

重要的生化过程-基因表达一无所知，可以说既无“知情

权“更无“发言权“。然而现代文明打开了潘

多拉德盒子，放出了很多“魔鬼（毒素）

“，其中之一就是原本固若金汤的基

因调控系统遭到侵扰，由此导致诸多

病理乱相史所鲜见。笔者集多年自己的和

总结他人的研究成果认定，氧化还原功能退

化和氧压力高水平是此魔鬼的首选。 

氧化还原与氧压力（Redox， oxidative stress） 

生命过程须臾离不开能量，而能量来自于氧化还原过程。可以

说这是机体最重要的生化反应，无时无处不在。Oxygen 由此被

称为氧（同”养“音，”养人“之意也）。但此氧并非总是养

人，它是双刃剑，经常还会害人。因此机体必须调用强大的抗

氧化机制，以保障机体的安全和健康。 

 

Glutathione （GSH）谷胱甘肽是一种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及甘

氨酸组成的含γ-酰胺键和巯基的三肽。存在于几乎身体的每一

个细胞。谷胱甘肽能帮助保持正常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并具有

抗氧化作用和整合解毒作用，谷胱甘肽还原型（GSH）在发挥还

原作用后被氧化而转化为和氧化型（GSSG），后者可被其它生

化过程转化为还原型而重新使用。在活性机体中动态平衡并

发挥作用。可以说 GSH 水平，更准确说是 GSH：GSSG 的比例，

是衡量一个机体氧压力水平的指针。前者越高说明

机体氧压越低反之越高。对大多个体还原型

谷胱甘肽占绝大多数。但在自闭症个体中

GSSG 比例明显增高，这是不容忽视的现象。 

 

 左图：G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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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病因究竟为何？造成自闭症上升的因素何在？ 

太多的证据已显示现代自闭症的核心特征是氧压力 (oxidative  
stress），而自闭症数量的激增足以表

明环境因素至少是元凶之一。 看来

已经越来越明晰的是，那些导致自闭

症的生化代谢路径正是参与 GSH 合成

及维持在低水平的那些路径。就是说，与 

氧化还原失调密切相关。早期研究表明，氧化还原失调和过高

的氧压力会通过氧化还原信号(Redox signaling)由生长因子和

TNF 触发甲基化过程，见下图： 

 

 

 

 

 
原文图四：氧化还原信号所激发的 DNA 甲基化过程。 

 

 

 

表观遗传发生论针对自闭症机体的生化研究近年成果斐然。在

过去 7 年里共有 12 个相互独立的研究都发现其血浆 GSH 水平

的显著减弱，平均达 35%。相对应的氧化 glutathione(GSSG) 

显示更高的氧压力。另有研究则发现 lymphoblasts 的 GSH 水

平下降。我们遍查最新科研发现至少有一点惊人的一致，那就

是 GSH 和 cysteine 的减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报告与之相

悖。这种倾向如此明显和归一，以至于并不需要很多其它研究

一样大量采集样本。在其它许多试验中动辄启用上万例方可得

出的结论早已被奉为经典。而在这里许多研究仅用 20-30 人就

足以得出统计上显著的结论。所有上述依据足以引出结论，那

就是在自闭症机体的无论细胞内外的高氧压环境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进一步感到惊讶，既然高氧压这一线索如此明显和无法忽

略，为何被主流医学界长期漠视至今。考虑到我们早有成熟的

代谢治疗手段可应付高氧压状态，这一漠视导致的时间损失就

更显得难以理解和不可原谅。 

 

总结与展望 

如果上述氧化还原和甲基化导致自闭症的假说能成立，我们能

做些什么？深化研究并证实这一甲基化理论有何意义？它将带

来什么前景和挑战？ 

 

首先，在理论上将自闭症理解为外成神经疾患实至名归。它一

点不与目前普遍接受的自闭症是为神经发育障碍这种理解相抵

触，反而深化了它的内涵，更精确地指明是什么性质和层次的

生物分子行为出现了问题。 

 

这一假说如果成立，将为生化临床理论和技术指明了方向。神

经外成论涵盖了基因和外因两者所导致的情况，许多情况下都

有。由于外源生成的 DNA 疾患原则上是可治的，因而要大力强

调可治性和及早发现和干预，尤其是针对氧化还原和甲基化，

并规避诱发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大力发展普及实验室检验手段，

针对氧化还原力和甲基化过程的受伤害过程及时检测以及早采

取早期治疗。 

 

除了临床手段的挑战，我想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一句话：

预防胜于治疗。医疗界直至整个社会要竭尽全力发现甄别外界

诱发因素，发现并消除它。尽管是说比做容易，目前不得而知

我们究竟能甄别出哪些因素，自闭症的日益普遍化都足以向我

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环境毒素等生存威胁敲响警钟。 
 

[注] 本文编译于 Deth RC, Whodgeson N. Autism: A Neuroepic Genetic 
Disorder. 2012:3(5):9-19. 征得作者及主编同意，审稿：孔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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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和形而上学（十一）
        

         ——波士顿的随想    

                                

黄明达 医师     
   

       

                十六、高血压心脏病与阴虚阳亢 

 
1． 血压心脏病在美国是第一个杀手，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虽然大多数高血压心脏病的病人都得到所谓常规的治疗，但由于心脏病的发

作而死亡的病人还是很多。由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特别多，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加快，变得更加紧

张了，更加容易失意。高血压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很多人四十多岁血压就升高了，到五十多岁的时候血压已经相当的高，病人有

时候已经采用几种高血压的药物，采用了所谓联合疗法，还不能够把血压降低下来。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是心脏病的常见原因。

高血压、冠状动脉功能不全，引起心肌梗塞，这就是高血压最常见的归宿。所以，治疗高血压就变成是在临床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 

 

2． 西方医学对高血压的认识，原来也是挺有限的。对于高血压的治疗，更加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

罗斯福的高血压，当时只是用巴比妥类的药物，通过镇静神经，来治疗他的高血压，当然效果是可想而知了。后来通过大量的研究

和观察，对高血压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一般认为高血压是血管的紧张度增高，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围绕这个原因，

于是发展了大量的治疗高血压药物、松弛血管紧张度的药物。现在高血压药物有很多，有各种类型的药物，在治疗和控制血压方面，

处理手段比以前好多了。但是，高血压心脏病，使血压降低下来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高血压的合并症减少了，但是没有完全消失，

至于每年死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还是很多。 

 

3．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不断提醒和讨论问题。就是说，治疗高血压方面，我们只是强调了在物理学层次方面的存在

原因，在物理学层次方面找原因，但是人体系统的存在，还有物理学后面层次的存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存在。高血压这么一个复

杂的慢性疾病，它的发生诚然有物理学的原因，但是更应该有形而上学方面原因。形而上学方面原因对某些高血压病人来说，恐怕

更为重要。以前，我们在治疗高血压疾病的时候，就没有找到全部原因，这样一来当然治不好高血压病人的疾病。另外，由于用物

理学层次的入路来解决形而上学层次方面的问题，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势必加重药物的剂量，这样就引起了好多合并症、副作用。

这也就是我们在治疗高血压疾病的时候经常看到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也就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问题。 

 

4． 由于高血压是一个复杂的慢性疾病，应该承认形而上学的存在，对高血压疾病恐怕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治疗高血压心

脏病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寻找这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找出原因，然后进行治疗，我们就可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5． 从形而上学的存在方面来看，高血压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要从中医学阴阳五行学说分析，高血压就是心脏血管紧张，

血管紧张明显，另外心脏收缩过分强烈，从这两方面的作用来看，显然是身体内部产生的伤害信息比较多。另外，从中医角度来看

就是阴阳之中阴阳不平衡、阴虚阳亢而引起。正是阴阳之中阴阳不平衡、阴虚阳亢，引起了血压高，而发展成为高血压。所以，我

们从阴阳五行的存在方面治疗高血压，就需要解决人体系统中形而上学存在的阴阳不平衡、阴虚阳亢的问题。 

 

6． 在人体这么一个阴阳系统之中,为了将阴虚阳亢中过分的阳降下，也就是说我们就需要把伤害信息降低下来，这里我们就需要去除

湿热。另外，通过滋阴补气的方法，把过分的阳吸收转化过来，也就是说培植系统的负熵水平。这也就是通过滋阴补气，去除湿热

来治疗阴阳之中阴阳不平衡、阴虚阳亢。这是两个基本出发点，从这些基本点出发，根据阴阳五行理论显示的内部联系，可以用提

高有肺气来支持滋阴，用补脾的方法来支持滋阴, 用活血壮腰的办法来支持滋阴,用舒肝疏胸的办法来支持滋阴。在照顾全身阴阳

平衡的同时，一步一步的去除湿热，一步一步的滋阴。通过这些治疗，克服阴虚阳亢的不平衡的存在，而达到阴阳平衡的目的。这

种形而上学的改善，会影响到物理学层次的改善，最后，血压也会改善，另外心脏的补偿功能，也会得到加强。 

 

7.  对高血压的病人，由于西方医学的药物治疗，对控制血压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对改善其他方面作用不大，另外还可能引起副作用，

所以对高血压的病人，我一般是用西方医学的药物治疗；然而对某些病人，对治疗觉得并不是那么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跟病人

讨论一些中医学的治疗方式，上面论述就是我的讨论的一部分。在病人的同意之下，我往往结合病人的阴阳五行,形而上学的情况，

给以适当的中医学的治疗,调节病人的阴阳平衡。在治疗以后，病人往往觉得血压控制比较平稳，另外其他副作用比较少。还有胸

医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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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舒畅的情况也比较少见，病人自我感觉良好。 

 

8, 西方医学在治疗高血压心脏病之中的确是占了统治地位，但是中医学的形而上学的治疗入路，看起来应该占有自己的位置,在这方面

更需要进一步开发，因为高血压心脏病仍然是凶恶的人类杀手，目前西方医学的治疗并非十全十美。实践上是如此，理论上更是如

此。 

 

十七、返流性食管炎与气机不舒 

1． 由于内窥镜的应用，能够见到整个食道，返流性食管炎变得能明确诊断。另外，由于药物治疗的发展，返流性食管炎的治疗疗效也

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即使这样，中医学在对返流性食管炎治疗方面在很多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医学对治疗返流性食管炎也有

不少可取的地方。我有一个病人，他是一个美国人，四十出头，有轻度哮喘的历史。后来，发生了胸部不舒服，觉得在胸部有火烧

的感觉、堵住的感觉，他曾经吃了消化道的药物，但是没有什么帮助。后来，他做了内窥镜，证实了返流性食管炎的病况，这样，

他就继续吃了一些食道炎药物，但是作用平平。晚上睡觉的时候，更加不舒服，他只能坐在沙发上睡觉，造成对生活、工作的严重

影响。 

 

2． 首先，我们还是从物理学的不同层次来分析这个问题，然后从形而上学层次做进一步分析。从物理学层次来看，这种返流性食管炎，

就是食道炎，有胃酸返流至食道，引起了返流性食管炎。在治疗方面，当然是对这种原因进行治疗。一方面就是服用抑制胃酸治疗。

第二个方面服用改善食管蠕动的药物，减低胃肠道酸的产生，减低食道返流。这个病人最初就是这样进行治疗的，但是两年时间症

状还没有改善，相反的觉得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辗转求医，后来来到我的诊所求医。 

 

3． 为什么这个病人没有得到改善，这是因为形而上学方面原因的存在。返流性食管炎发病的原因，有物理学层次的原因，有形态学的

原因；但是，有相当多的病人还有形而上学方面的原因，也就是在这个形态学后面，有一个能量代谢的平衡，即阴阳五行系统平衡

出了问题。病人觉得胸部不舒，有堵住感觉、胸骨后火热感觉，从中医角度来说，是因为肝气不舒、气机不顺。这是第一个层次的

问题。为什么有这种肝气不舒、气机不顺呢？最终关系到全身系统的阴阳平衡问题。这里除了有肝火上升、脾湿太重以外，还关系

到肺气不足、肾脾两虚、湿热太重等，形成了肝气不舒、气机不顺，进一步影响物理学层次，引发了返流性食道炎的发生和症状长

期存在。在治疗方面，需要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要围绕着肝气不舒、气机不顺。采用补气行气活血、舒肝健脾方法来克服肝气不

舒、气机不顺，这是第二层次的治疗。 

 

4． 采取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治疗，可以有相当的疗效，但是有时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就需要采用滋阴补肾、去除湿热来克服

肝气不舒、气机不顺。这是第三层次的治疗也就是最重要的治疗。通过去除湿热、滋阴补肾，适当的补气和适当的补脾，再加上舒

肝行气，就会改变这种上下部不平衡，改变这种下部堵塞的情况，使气机顺畅。这样就能够明显地改善返流性食管炎的症状，通过

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基本上能够得到痊愈。 

 

5．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治疗上面的那位病人，病人的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最后症状消失。中医学治疗返流性食管炎，的确有它独特

的地方。 (第十一集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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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PSTF指南对妇女乳房筛查的影响 

                                                                                                    纪永莉   肿瘤科医师 

在 2009 年发布的 USPSTF 指南不建议对 40 至 49 岁女性做常规乳房筛查 X 线造影，50 岁以下妇女乳房筛查造影的比率在 USPSTF 指南发

布 2个月内已经下降， 且持续低于基准利率。随即在此年龄段乳房筛查率下降了近 8％。USPSTF 指南发表一年后， 乳房 X光筛查率在

较年轻的妇女仍低于基准率 5.33％。USPSTF 指南发表两年后，40 至 49 岁女性的乳房 X 光筛查率之间仍低于基线水平超过 5％。 而乳

房 X 光筛查率在 50 至 64 妇女中并没有改变。从绝对数字来看，在 2 年后的 USPSTF 指南发表后，在 40 至 49 岁的女性乳房 X 光筛查率

的下降意味着“减少超过 90,000 乳房 X 光检查，” 来自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的 Amy Wang 和她的同事在多学科乳癌研讨会的海报展示。

“这些发现强调了对乳房 X 光筛查的好处和风险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它难以调和众多相互矛盾的信息来源。” 

USPSTF 2009 年 11 月发布了最新乳房 X 光筛查的建议。这些指南包括两个主要变化：该小组建议对 50 岁以下的妇女不做常规乳房 X 线

筛查。此外，对 50 岁以上的妇女，USPSTF 改变了推荐的筛查间隔为每 2 年一次，而不是每年。建议对年轻女性不做常规乳房 X 光筛查，

USPSTF 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点燃的火柴扔进了一个火药桶。特别是反对建议的呼声都跑到国会去了。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

琳·西贝利厄斯发表声明，疏远奥巴马政府 USPSTF 的决定。 

USPSTF 宣布的指南发表近 3 年后， 辩论仍然持续。尽管存在广泛的争论，USPSTF 指南对临床实践的影响仍不清楚。王和他的同事试图

通过比较 USPSTF 更新之前和之后的乳房 X光筛查率， 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研究人员分析了从 2006 年至 2011 年的超过 100 个健康计

划的索赔数据。他们选择了 2006 年为起点，是考虑到经济衰退的潜在影响。他们限制了分析年龄在 40 到 64 女性，因为这样，数据不

包括 Medicare 使用者。该分析包括 114 万妇女。基线乳房 X光筛查率在 40 至 49 岁年龄组的 1000 名妇女和为 39.3 ，在 50 至 64 妇女

组为 47 。 

研讨会邀请评论人托马斯·霍尔兹医学博士。 他说，研究表明 USPSTF 指南影响了乳房筛检的临床实践，但原因尚不完全清楚。瓦斯说：

“对于一些年轻女性，她们巴不得逃过轮上的第一次乳房筛检。 这份指南告诉她们，不用作乳房 X 光检查”。瓦斯说：“我敢肯定，

它影响了一些医生对病人的建议，而且我敢肯定，它也影响了一些第三方的支付。”  

 

请注意，此研究结果以摘要的形式发表 Multidisciplinary Breast Cancer Symposium 会议上。这些数据和结论应被视为是初步

的，直到在同行评审期刊发表。参考文献：Multidisciplinary Breast Cancer Symposium，Wang AT, et al. Impact of the US 

Preventive Sevices Task Force update for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MBCS. 2012; Abstract 5. 以及 MedPage Today September 

15, 2012。 

 

USPSTF指南对前列腺癌 PSA 篩查的影响 

许宏志   医学博士 - 匹茨堡大学助理教授 

在 2008 年 USPSTF 建議不用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作為前列腺癌症篩查後，在老年醫療保險受益人群体的此项癌症篩查出現了下降

的趋势，虽然数量不大但是显著的。 

 

耶魯大學的約瑟夫·羅斯，MD，MHS 和他的同事在內科醫學檔案在线研究的书信中报道，在（USPSTF）建議後 15 個月內，該年齡組

（年齡 75 岁以上）的篩檢率從 29.4％下降至 27.8％， 下降了 2 個百分點。不過，年齡 75 岁以上男性 组的 PSA 前列腺癌篩查率仍在 

30％左右。 他們說， 這表明只有相對較少的臨床医生相應地改變他們的做法，以上這些發現为在 USPSTF 明確提出不提倡在健康的男

性中进行 PSA 篩查的建议后可能发生的影响提供了一些線索。这群专家組解釋說：“雖然我们对 USPSTF 2008 年 8 月关于停止 PSA 為基

礎的前列腺癌篩查建議对临床實踐立时影響并不太了解，但是这一建议对 75 歲及以上的男性的临床实践处理是可以预知的。” 

 

他們提出，雖然篩檢率下降有統計學意義，這是遠遠不夠的。他们寫道：“对于一个已被證明是得不償失的篩選試驗，PSA 為基礎的前

列腺癌篩查率仍然接近 30％，這表明需要作出更大努力来改變临床实践操作。”他們承認，建議不作篩選試驗是具有挑戰性的举措，

但 USPSTF 的此项建议的理由是，如避免 PSA 癌症篩查，前列腺癌症死亡可以不超過千分之一， 而 PSA 癌症篩查却导致很高的假陽性率，

以及对病人的心理傷害和其他并發症。 

 

羅斯的小組研究了監測，流行病學和終末結果（SEER）的數據庫，这些数据都是与老年醫療保險数据，以及 5％的居住在 SEER 项目的

地区的，沒有癌症記錄醫療保險受益人的樣本是交叉匹配的。在 USPSTF 建議之前，他們调查的是從 2007 年 4 月起以后的 15 個月。在

USPSTF 建議之后，他們调查的是从 2008 年 6 月至 10 月。這样的调查时间范围就為 2008 年 8 月 USPSTF 建議的傳播实施提供了一个所

谓的“洗白”期。根據這個準實驗研究的結果，在前述调查时间范围内，老年男性比较年轻的男性癌症篩查率较低。在男性年齡 66-74

歲及 75 歲以上的篩查率分別是： 

在 USPSTF 建議之前，即從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6 月期間， 分别是 33.9％和 29.4％，在 USPSTF 建議之後，即從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2 月期間，分别是 34.4％和 27.8％。校正種族和臨床合併症的因素後， 老年男性组的在 USPSTF 建議之後輕微下降趋向达到

了 2個百分點的絕對差異（P <0.001）。建議的效果並沒有因建议前的區域 PSA 篩查率差异或由泌尿科醫師密度差异而变化。 

医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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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是由 P30 耶魯大學綜合癌症中心癌症中心基金的支持。羅斯報導是由来自國家老年化研究所基金及由在美國聯邦老齡化研究机

构的 Paul B.比森職業發展獎勵計劃的支持，以及從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的为開發和維護性能指標的公眾報告，以檢查在 FDA

的監管問題的皮尤慈善信託基金。 

 

主要來源：內科醫學檔案 

來源參考：“2008 年美國預防服務特別工作組建議停止前列腺癌篩查的男性醫療保險受益人”拱內科雜誌 2012 年 DOI：10.1001 / 

archinternmed.2012.3726 的影響 及 MedPage Today 2012 年 9 月 17 號。 

 

 

            癌症及其他 5 个疫苗市场 

                                  赵京雁   博士 
根据一份新的透明性市场研究（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的报道， 至 2018 年，美国将继续引领全球疫苗市场并以每年 5.3%的速

率增长。在 2018 年之前有潜力达到 174 亿的美元的形势下，市场正走向整合，辉瑞 (Pfizer)，葛兰素史克（GSK），诺华(Novartis)和赛

诺菲 (Sanofi)是其中主导者。 

当然最近的疫苗开发中有令人失望的结果 –如赛诺菲的公告称其登革热疫苗在一临床试验中的效果比预期的差 - 但研究人员也正在其他

领域取得重大的进展。 

以下六个方面是疫苗创新特别活跃的领域： 

妇女癌症：数以百计的用以预防或治疗各种癌症的疫苗正在开发中，但其中吸引了很多关注的一个类别是是妇女癌症。目前市场上已

有两种 HPV 预防性疫苗，所以，如 PDS 生物技术与 Inovio 制药公司等一些公司 把其研发重点放在了对女性 HPV 治疗性的疫苗上。卵

巢癌一直是一个对研究人员来说难以攻克的领域， 但 Quest PharmaTech 目前正在进行对其免疫治疗疫苗 II 期临床的招募， 而
HeatBiologics 也希望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其卵巢癌疫苗的临床试验。 

乳腺癌可能是疫苗研发中最活跃的领域。当然，Herceptin 和 Galena 生物制药等公司正在研究其他形式的免疫疗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而在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克利夫兰诊所和其他许多的地方，疫苗研发都在进行中。

且甚至还有更多的乳腺癌疫苗在从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到像 Immunophotonics 一类创业公司的早期发展管

道中。 

温度稳定性：许多疫苗必须冷藏，而使这些疫苗在室温下保持稳定研究正在开展中，这样能够降低成本

并使其更易于运输，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健康的非盈利性组织 PATH 正在研究如何制造如喷雾干

燥和冷冻稳定的制剂。其它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人员最近开发了一种以丝为主的稳定剂，

以使某些疫苗和抗生素在温度高达华氏 140 度以上时还保持稳定。 

医院获得性感染：从大型制药公司起， 对于把目标投向医院获得性感染市场的机构和公司，疫苗已经成为一巨大的目标。赛诺菲巴斯

德的研发管道中有对 C. difficile,(难辨梭状芽孢杆菌)，Staph(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Pseudomonas aeruginosa(绿脓杆菌)感染的疫苗。葛兰素

史克有几个感染性疾病的疫苗在其研发管道中，诺华也是。默克去年停止了其 MRSA 疫苗的研发，但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说今年

早些时候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对 Staphylococcus aureu（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疫苗也在佛罗里达州的 Nabi 公司和北达科他州

NovaDigm Therapeutics 公司的研发中。 

疫苗传输：从纳米粒子到纳米贴片，研究人员正在应用不同的给药方法以试图降低成本和/或所需的药量。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去

年进行了一个 25 万美元的挑战来征集新的疫苗传输方法的设想。其它如 AktiVax 则专注于生产更便宜疫苗。其正在研发一种单手即可

操作的预灌装的单位剂量冻干疫苗的注射装置。 

阿尔茨海默氏病：辉瑞和礼来公司的实验性老年痴呆症的药物近期的临床结果可能是令人失望的，但在疫苗方面研发却很有希望。去

年，AFFiRiS AG 公司的老年痴呆症的疫苗的一期临床显示了积极的结果，以此它与葛兰素史克签署了一项许可和期权交易。 Elan 公司

和辉瑞公司正在重新启动对一个失败的药物 AN-1782 的研究，现在其正在 IIa 期临床试验中; Nuron 生物技术公司近期有许可了一个疫

苗， 而诺华和 Cytos 生物技术公司的以 β-淀粉样蛋白为的靶向的疫苗在 I 期临床试验也显示了积极的成果。 

HIV：尽管过去在这一领域充满了失败，制药公司正在加紧努力。一位研究人员甚至说我们只差 5-10 年就能研发出预防或治疗艾滋病

的疫苗或药物。西班牙的高级科学研究会去年秋天令人大为关注， 其宣布 90％的志愿者在其 I 期临床实验中产生了对艾滋病毒的免疫

反应。Bavarian Nordic 公司正在对其候选药物进行 I / II 期临床试验，而葛兰素史克，Mymetics 和诺华公司也都有在药物在早期临床试

验中。同时，北卡罗来纳大教堂山分校（UNC）和默克公司也正在领导一个$3200 万资金资助的艾滋病药物开发工作。            
(编译自: MedCity News：http://www.medpagetoday.com/PracticeManagement/PracticeManagement/3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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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褥 期 保健 
                      谭淑娟   妇产科医师 

 
       产褥期：  系指从胎儿胎盘娩出至产妇全身各器官（乳腺除外）恢复或接近未孕时的状态，

所需要的一段时间称之。一般规定 6 周（即 42 天），以往顺产产假是 56 天（即产前 2 周.产后 6 周）。 
       产褥期保健的必要性：产妇在孕期全身各器官发生了很大变化，分娩期的消耗、创伤及全身内分泌的改变等，均需在产褥期得以补充及恢

复，以及预防产后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以促使产后生理功能的恢复。同时要担负起哺育婴儿之重任，若得不到很好的调养与恢复，易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影响终生健康。 
       产后一般住院时间，如自然分娩需住院 3‐4 天，会阴侧切助产 4‐5 天，剖腹产 6‐7 天，所以，产褥期基本上在家中渡过。住院期间，分娩后

在产房观察 1‐2 小时，送入产妇休息室，在 24 小时内，特别注意观察子宫收缩情况与阴道流血情况，以及血压、脉搏、体温、乳房等。 
        产褥期保健措施： 
 
一、饮食方面： 
 (一)    给营养丰富的食物，且科学的合理塔配：如各种肉类、鱼、蛋、乳、蔬菜、水菓、豆制品等。蛋：含蛋白质、铁较高，且易吸收，每天

3‐4 个；瘦肉、猪心、肝、肾及鱼类，富含蛋白及钙等；海参（不含胆固醇），干贝适合体质虚弱乏力者，且可稳定情绪，治疗产后忧郁症；

豆制品、花生、芝麻等含植物性蛋白、多种维生素、钙等；米类、糯 米等粗粮能补中益气；各种蔬菜，尤其是绿色蔬菜，富含维生素，如芹菜、

红罗贝、箥菜等，每天应食数种，即多样化。每天给喝各种营养汤，能促进食欲和乳汁分泌，如猪蹄汤、鲫鱼汤、排骨汤、牛肉汤、鸡汤（但

不要老母鸡汤，要小公鸡汤）等，可交替适量食用。牛奶每日给 250‐500 毫升，米粥、稀饭等可酌情适量。红糖水（比白糖含钙多两倍，含铁

多一倍），且含胡罗贝素、维生素 B2、烟酸、锌等，有补血、止血、破瘀、健脾祛寒等功能，所以有促使恶露排出的作用，但在产后头 7 天内，

每天喝一碗红糖水即可，不宜长期服用。 
    (二) 忌食食品 ：  

1．忌滋补过量，因可使产妇肥胖，乳汁中脂肪多了，宝宝也胖，且易消化不良，腹泻，以致营养不良。还误认为宝宝吃多了，实际是

乳汁中的脂肪多了的质量问题。 
2．忌冰冷食品，如冰糕、生冷食物、冰冻饮料等，易致消化吸收功能降低，不利于恶露排出。 
3．忌辛辣食品，易使体内生热，口舌生疮，便秘等； 
4．忌烟酒、浓茶、咖啡等，过咸食品易致浮肿； 
5．忌多食味精：通过乳汁到宝宝体内，影响宝宝对鋅的吸收，致宝宝缺锌； 
6．忌食麦乳精：因为麦芽做原料，可回奶，故影响乳汁分泌。 

    (三) 可食哪些水果： 
                    实践证明，产妇可适当吃些水果，增加营养，帮助消化。补充维生素 c、矿物质，且 有医   疗作用，对产妇健康有助。如香蕉，含大

量纤维素、铁等，有通便.、  补血作用；如橘  子，富含维生素 c 和钙，前者可增强血管壁的弹性和韧性，防止出血，后者可防佝偻病。橘核、

有通乳作用；如山楂，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山楂酸、柠檬酸等，可生津止渴，散瘀活血，增加食慾，帮助消化等作用，故有利于产后康复，

排出宫内瘀血，减轻疼痛。如红枣，含维生素 c 最多，且含蛋白质、葡萄糖，故中医认为：红枣系水菓中最好的补药。具有补脾和胃，益气生

津，调整血脉和解百毒的作用，产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者宜用。如桂圆（龙眼），味甘、性平、无毒，入脾心经，为补血益脾之佳果，可补

脾胃之气，心血不足。 
 
二  、注意  休息：  首先，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与精神紧张；刚出生的宝宝，“哭”是他们向外界表达信息的途径，有的甚至整夜不

睡，影响妈妈的睡眠质量，易致妈妈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经常感困倦疲劳，家人应帮助予以纠正。其次，对家务避免操心和操作，因过度用

脑也会影响血循环，从而造成脱发。尤其是一些事业心很强者，产后积极投入工作，过度用脑，过度劳累，会影响身体健康。应认识到产褥期

这个特殊时期，适当降低对事业的期望值，使身体得以恢复和照顾好宝宝是第一位的，在规定的产假中应特别注意劳逸结合，休息为主。                                       
 

三、适当运动及做产后健身操或产后瑜珈： 如自然分娩者，产后 6 小时内卧床休息（包括床上小便），产后

6‐12 小时可轻微活动，第二天可在室内走动；以后按时做产后体操或产后瑜珈。会阴侧切或剖腹产者可适当

推迟活动时间，待拆线且伤口不痛时也可做产后体操，活动和健身操有利于体力的恢复、排尿、排便，避免

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且能锻炼腹肌、盆底肌、和筋膜的收缩力和缩肛动作，腰肌的回转动作等，使身体

动作灵活，缓解僵硬感。但应注意产后健身活动的运动量应适时适量，由小到大，循序渐进，避免饭前或饭

后一小时内做；做前要排空膀胱，穿宽松且弹性好的衣裤；应选择硬板床或在地板上；注意空气流通，出汗

时应及时补充水分。    
 如有下列情况者不宜做健身活动：产后体温 37.5   c 以上者； 有心.、   肝、 肺、肾疾病者；中、重

度贫血者或内科合并症者；产后出血多者；产后感染者；有栓塞性静脉炎等并发症者。                                                                      
 

四、剖腹产术后尽快恢复的措施：如刀口痛，尽量不用止痛药，以免影响肠蠕动的恢复；经常翻 身，因手术麻醉可抑制肠蠕动，导致肠麻痺、

肠胀气，勤翻身可使肠内气体尽快排出；或术后 12 小时，服萝卜水或番泻叶水，以促使肠蠕动恢复。术后 24 小时可下床活动，以增加肠蠕动，

避免肠粘连，血栓性静脉炎等并发症的发生。卧时取半卧位，有利于恶露排出和子宫缩复复旧，且避免感染。术后一般 24‐48 小时麻醉药消失，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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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功能恢复，应及时拔掉导尿管。术后第一天进食流质，如蛋汤、米汤等，忌喝牛乳、豆浆。保持腹部及阴道口清洁，术后两周内避免打湿

伤口，全身清洁宜擦浴，以后淋浴，在恶露未净前禁盆浴，可冲洗外阴，注意勿将冲洗水流入阴道内；若有感染证，可及时就诊，以免迁延不

愈。禁房事应术后 100 天，且出血停止，伤口已愈合后可恢复性生活，但应行避孕措施。如腹直肌分离者，应在产后健身活动中注意加强腹直

肌运动的保健操。 
 
五、如何应对妈妈哺乳期的三大难题： 
      （一）乳房胀痛：产后 2‐3 天，因受激素影响，乳腺管和周围组织会彭胀、不适感，可据宝宝的需求，适当增加喂乳次数，使乳胀减轻。必

要时佩戴合适的胸罩支托。严重者可在两次喂奶间冰敷 10‐15 分钟，但必须避开乳头和乳晕，即可减轻疼痛。 
      （二）乳头皲裂：1 是适当增加喂奶次数，并经常变换喂奶姿势和不良姿势，以改变乳头受挤压的部位。2 是先喂健侧，以促进泌乳反射，

使宝宝吸   患侧时，就不用太用力吸   ，以免患侧进一步受损伤。3 是喂奶后，挤出少许乳汁涂于乳头、乳晕处，或涂天然羊脂膏，促使伤口愈

合。4 是用乳房保护罩（系用硅   膠材料制成的）。5 是用香油炸花椒，每次喂奶后涂乳头，下次喂奶前

用温水擦去，可预防乳头受伤。6 是在孕 6 个月时，即开始用湿毛巾擦洗乳头，使粘膜角化，避免因吸   
受 损 。 
       （三）乳腺炎：    1 是哺乳妈妈睡觉或侧卧时，勿压挤乳房，切勿俯卧。2 是勿穿过瘦内衣，勿让婴

儿含着乳头睡。3 是如患侧暂时不能喂哺时，应洗净双手与乳头后，挤出乳汁入奶瓶中备用。4 是若不

能按正常时间哺乳时，可用吸乳泵吸入奶瓶中存放备用。如用吸奶器吸出的乳汁则不能喂宝宝（因为不

能保证清洁、卫生）。5 是如发热、疼痛加重，请及时看医生。 
 
六、 介绍几种食疗补乳方： 
       （一）花生大米粥：熟花生 50gm、低脂牛奶 250ml、大米 150gm、白糖少许，先煮熟大米粥，再加

入花生、牛奶和白糖即成。早、晚喝完。 
      （二）鲫鱼汤：鲜鲫鱼 500gm、通草 6gm、精盐少许，去鱼鳞及内脏，加通草煮汤，喝汤每天两次，

连喝五天。 
      （三）虾仁馄钝：鲜虾仁 50gm、猪瘦肉 50gm、胡罗贝（卜）、葱末 20gm、姜末 10gm、馄钝皮 8‐10 片、香草少许、高汤、精盐、胡椒、

麻油适量。将前五样剁碎加调料拌匀；把做成的馅料分成 8‐10 份包人馄钝皮中，放沸水中煮熟，锅里加高汤煮开，放入已烫熟的馄钝，再加葱、

姜末、胡椒、麻油等。虾仁性温、味咸，富含蛋白、脂肪、各种维生素，对产后血虚、缺乳有助。 
     （四）猪蹄 通草汤：猪蹄 1‐2 支，通草 10gm,  水 1500ml，葱、盐、黄酒等调料，先大火煮 1‐2 小时到猪蹄烂熟为止，吃肉、喝汤 3‐5 天。猪

蹄含丰富蛋白、脂肪，有较强的活血、补血作用，通草有利水、通乳功能。 
    （五）蔬菜中的金针（黄花菜）含维生素 B1、B12、蛋白质；茭白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1、B2；篙芦、碗豆、豆腐等均有通乳功

能。 
    （六）中药催乳方：均用猪蹄汤代煎，取汁 500ml，分 4 次服，每日一付，连服三天。 
方一：当归、王不留、陈皮各 9gm，穿山甲、通草、路通、柴胡、各 10gm, 黄芪 30gm, 漏芦 15gm。 
方二：通草 6gm,王不留、花粉、路通各 15gm,黄芪、全瓜蒌、益母草各 30gm，党参、厚扑、各 20gm,漏芦、莱菔子各 12gm,当归 9gm。 
 
七、需服药的妈妈如何顺利哺乳： 
        当妈妈需要治疗用药时，除少数特殊药、未满 2 个月或有特殊情况的宝宝外，多数妈妈服用的药对宝宝的影响，相比较于继续哺乳的好处，

则显得微不足道。 
       （一）一般药的服用方法：1 是当医生要求暂停喂哺时，可暂用配方奶粉代替，或服可取代的药物，可咨询儿科医生意见，在其用药指导下

进行哺乳。2 是儿科常用的处方药，很适合妈妈采用，如效果已确定、使用多年的老药，相对较安全，新药在临床使用时间尚短，可能尚有不

确定的药理作用，可慎用。3 是若有相同成分、作用的药膏、吸人、喷雾、点、滴等外用剂型，则优先使用，以减少口服或注射产生全身分布

的药物作用。4 是选择一天可多次服用的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半衰期较短，不易存留体内，服药两小时内通常为血中浓度高峰，可避开此时间

哺乳。5 是妈妈可在医生指导下注射疫苗，或进行某些放疗、检查等。 
        （二）慎用和忌用的药物：有些药用时，可通过乳汁对婴儿产生不良影响，应驚惕和选择：如 1.应慎用的抗菌素、磺胺药中，青霉素可致

婴儿过敏反应和导致耐药菌株的产生；链霉素除上述副作用外，还能损伤其听神经。如 6‐磷酸葡萄糖脱氢酶缺乏之婴儿，对乳汁中的氯霉素、

呋喃类、磺胺类等异常敏感，此时，因为婴儿体内红细胞的磷酸戊糖通路代谢障碍，致血红蛋白变性，可致溶血性贫血。2.  镇静药、吗啡类药：

乳母用安定药可使乳儿体重下降和高胆红素血症；溴化物可致乳儿皮疹、嗜睡；癫痫乳母服苯妥英纳、苯巴托纳时，婴儿可发生高铁 Hb 症

高数倍，对半岁内的婴儿可抑制呼吸中枢。3.是抗甲状腺药物：（嗜睡，虚脱、瘀斑）；吗啡类进入乳汁而浓度比血浆浓度

血中 3‐12 倍到乳儿体内，可抑制甲状腺合成甲状腺激素，乳母用甲基硫氧嘧啶、他巴唑等，因乳中浓度大于

且使甲状腺素继续升高，致婴儿甲状腺肿和甲 状腺功能减退，影响乳儿甲状腺正常发育，又可致

粒细胞降低、皮疹、黄疸等。4.是若乳母用 大剂量阿斯匹林、抗凝药时，可损害乳儿的凝血

中毒，应禁忌用。5.若乳母用利血平，可致婴儿机制导致出血倾向。若用异菸肼可致乳儿

腹泻、嗜睡、鼻塞等。6.抗种瘤药、大剂量 皮质激素药、口服降糖药、放射性碘、麦角新碱

等均应慎用。乳母吸烟、饮酒过多，对乳 儿也极为不利。 
 
八   、产后检查：包括产后访视和产后检查两 部分： 

出院 3 天内、产后 14 天、产后 28 天，分别做 3 次访 （一）产后访视：由社区保键人员在产后

视，了解产妇及新生儿的键康状态：了解产妇饮食、 睡眠、二便情况；检查双乳房、了解哺乳情况；观察子

宫复旧及恶露；观察会阴或腹部刀口愈合情况，发现异常情 况及时处理及指导。 
 （二）产后键康查体：产后 42 天到医院做，包括全身检查及妇科检查，全身检查血压、脉搏、血、尿常规；了解哺乳情况；若有内科合

并症或产科并发症应作相应检查及处理。 
          （三）计划生育指导：产褥期内（42 天）、（剖腹产 100 天）禁性生活，以后应采取避孕措施，哺乳期宜工具避孕，人工喂养者可行药

物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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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  产后键身操,共 7节： 

第一节：地板运动：仰卧地板上，两肘部垫毛巾，两手掌支撑地板上，双下肢一起抬起，向上伸直、放下，共数次（产后一周始作）。 

 第二节：腿部运动：仰卧地板上，一侧下肢向上举起，与身体成直角，后放下，左右交替数次（产后第 5天始作）。 

 第三节：臀部运动：膝部屈曲抬起，使大腿接近腹部，小腿接近臀部，左右下肢交替进行（产后第 7天始作）。 

 第四节：盘膝坐地板上，双手握足踝部，头向后仰伸（挺胸），再向前恢复原胸位、原姿势，这样反复数次。 

 第五节：腰部运动：盘坐在地板上，两手放腰部，左右交替扭转腰部，扭转时，注意向右扭转后，恢复到面朝前，再向左扭转，恢复

到面朝前，再向右扭转。 

 第六节：站立运动：双手放腰部，左右下肢交替向前向上伸直片刻，恢复原地，交替向前向上伸腿数次，慢慢的进行，可减轻腿部水

肿，且有健美作用。 

 第七节：胸膝位运动：（即膝胸卧位）产后 2周始作。方法：胸与双膝贴床，臀部抬高且与双膝垂直，头歪向一侧，每次 10-15 分钟，

早、晚各一次。 

附二：产后瑜珈四式： 

         一：磨豆功--消除腹部脂肪。两上肢向前、左、右扣成圈状，两下肢伸直。 

         二：风吹树式：直立，两上肢上举，两手相拍，左、右摇摆腰部。 

         三：向阳式--修复产道、排恶露。坐直，两上肢上举，两手相对，两下肢双膝相对，小腿向后伸；两上肢弯曲向胸腹交界，

两手相对。 

         四：放松式--全身放松，全身躺平，四肢伸直。 

       冥想---调节情绪。通过关节和内脏一节一节的放松，可使烦燥的 内心平静下来。 

       产后瑜珈的好处：可恢复形体；改善不良姿势；缓解疲劳；强化手臂肌肉力量；重建盆底及腹部肌肉张力；改善脚部水肿；加

强体能恢复；放松身心，预防产后抑郁症。 
 
 

压力 的 效应，兼谈 虎妈 的原理 

梁晔   神经科医师 - 匹茨堡Allegheny总院神经科 

长期的压力对身体的影响 

站在商店交款处的长队里,或者困在堵塞的交通中与早期人类所经历的从捕猎者的追捕当中逃脱有何共同之处? 当然这些

情况非常不同, 但是它们都会诱发身体内同样的反应 -释放激素 (糖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素) 以强化记忆, 提高免疫功能,  

增加肌肉的力量, 并重建生理平衡. 长期下去, 这些激素持续释放, 会导致副作用: 记忆力下降, 免疫功能低下 ,储存的

能量变为脂肪.  

 

过度受到糖皮质激素的刺激会引起肌无力. 过高的糖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素会导致高血压, 动脉硬化, 腹部脂肪堆集. 肾上

腺素还可加强体内释放各种化学反应, 引起炎症, 进一 步加重身体的长期负担. 这些持续的化学活动可以导致关节炎, 

和大脑的老化.  

 

上面所述的发现已被动物试验所证实. 年老的大鼠海马区的神经元功能衰退 -大脑中担负学习, 记忆和情感的区域 -是

由于长期高水平的糖皮质激素分泌的结果. 病人出 现中风时,过度的糖皮质激素分泌还会增加神经元的损伤.还有，在出

生前或刚出生时经历长期的糖皮质激素刺激会引起脑细胞数量减少及大脑变小。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家已确认了一系列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包括高血压，动脉硬化，不举及性功能低下，月经不调，结

肠炎，及成年发病型糖尿病。压力也可导致睡眠缺失，困入恶性循环：高水平的糖皮质激素使睡眠推迟，而睡眠缺乏又会

反过来提高糖皮质激素水平。 

 

压力对发育中大脑的影响 

对婴儿及母亲的研究在婴儿的童年经历和以后的成年之间描绘了一个清晰的画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现在知道早年

的歧视和忽视对成长中的大脑和身体有不良影响，结果可以导致自制力差，情绪不稳,感知能力下降,增加心血管系统，代

谢系统及免疫系统疾病的风险。 而且，新证据表明大脑发育的这种敏感性为改善预后提供了机会，该结果使人们认识到

父母长期关爱的重要性。 

 

压力对大脑和身体其它部位的影响 

大脑是应急反应及适应压力的中枢，它察觉威胁，并制定应对措施,从战斗或逃跑，到警觉和焦虑。大脑也调控对身体不

利的行为,例如饮食过量，吸烟或酗酒及不良睡眠习惯。通过神经系统，大脑也调节身体的激素，免疫和代谢过程，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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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影响多个系统。反过来，有关压力, 性，和代谢的激素也影响大脑的功能； 它们可以改变神经元的结构和神经元之

间的联系, 影响行为并甚至可以改变激素对自身的加工过程.例如，长期的压力引起焦虑，记忆力和认知能力可朔性下降。

所幸的是这些神经环节的变化在健康和有弹性的大脑中是可以逆转的。 

 

另一个压力是肥胖,是当今的一种流行病可以在不同年龄段引发糖尿病。糖尿病对年轻及成年的大脑都有损害作用，还会

损及小孩大脑的学习能力；它与日后产生老年痴呆也有关联。所以抵抗肥胖的方法，例如节食，加强体育锻炼，无论对儿

童及孕期胎儿的大脑及身体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社会环境对大脑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除了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被忽视, 欺辱,   那些日复一日的家常琐事，邻里关系，

上班下班，以及工作,上学都可 能 会影响大脑和身体的功能， 促进那些损害健康的形为。另外社会经济状态，包括收入

和教育水平，是一个很强的身心健康的指征，在排除了健康的行为和医疗条件的因素以后，这个结论仍然正确；在那些贫

富悬殊的城市， 省份，和国家，感受到没有被平等对待的人群往往有较差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一系列早期生活压力的后果: 

大脑发育会经历些对压力和营养成份的敏感时期，正如疾病控制中心在加州的一个中产阶级人群的研究＂儿童时期不良经

历的研究＂中指出的一样。早期生活中的被忽略, 羞辱可以影响日后身心健康的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当然被忽略和欺辱是

极端的例子，我们必须辩识那些不很极端的或好或坏的影响。 

 

动物试验告诫我们母亲怀孕期间经受压力会改变后代大脑的发育状况；长期母婴分离影响婴儿大脑的发育及其他的作用.

缺乏孕产妇保健，及孕妇的焦虑，例如担心没有食物的保障，会导致后代的不安，使他们易于产生糖尿病，而糖尿病对大

脑反过来又有不利的影响。 

 

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小鼠在恐惧系统发育之前就对母亲的体味产生了吸引.既使小鼠被欺辱, 这种吸引力仍就会

产生。正是这种对具有欺辱性母亲的自相矛盾的依赖性使小鼠得以生存，因为母亲是唯一营养的来源。这种现象反映到人

类便可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在童年时受到许多欺凌和羞辱，然而他们成年后却会选择一个和父母很相似的配偶。对在不良环

境中成长儿童的研究为已知的动物试验提供了许多信息。混乱的生长环境和缺乏固定的父母形象会影响自律能力的发育，

可导致吸毒，过早性行为，不明智的决定以及情绪控制能力差。受欺凌和被忽视也会导致不健康, 包括心血管系统失调和

炎症等, 这些会对身体产生一生的影响. 最后, 家庭中 缺乏语言的 刺激会 妨碍语言的 发 育, 而 压力和 混 乱 会 增 

加焦虑,缺乏自律  性行为和自尊心.  

 

父母的保护作用  

动物模型指出孕产妇保健是好的情绪,社会及智力发育的关键这个概念.的确, 好的孕产妇保健可以抵消许多产前的压力。

孕产妇保健有长久甚至跨代的影响,被称做“后代现象“，也就是一些生活经历所留下的烙印有时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从

而遗传给下一代。撇开动物试验不说，人类成长于好或坏的孕期保健壮态下的后果也有相似的现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最新的研究指出基因的不同会影响好或坏的孕期保健的后果。某些共同基因的等位基因部位会增加对儿

童时期的欺凌和忽略的敏感性。但是这些＂反应等位基因＂在精心的培育下也会有积极的效果。有这种基因的个人被称为 

“兰花儿童＂，没有这种基因的被叫做＂蒲公英儿童＂，这些儿童在任何条件下都会正常成长。 

 

最后，动物模型已表明一惯性和高质量的孕期保健对儿童日后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突破压力的怪圈 

所有针对减轻负作用,有助于身心健康的方法都应该着手于家庭。“先声夺人”规划项目会最有效地帮助孩子，如果这些

孩子在完成培训后可以回到一个稳定而且体晾的家庭。“佩里学校计划”就是这俩者结合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回报不仅体

现在个人的收入，成绩，也反映到整个社会中，低犯罪率，减少特殊教育和福利的需求量，并增加税收。 

 

结束语 

那么＂虎妈＂又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大脑发育的不同（尤其是对由上向下控制行为具有重要

作用的前额叶皮层）强调了父母教育方法，严格或松懈，对后果的预见性大大低于一个稳定和

支持的环境的效果。确实，父母一惯支持和理解的教育方法为儿童建立了一个基石，在此基石

之上，接受新的经验并建立对某些行为的限制，这样，可以培养正常的发育，而家庭内的混乱

和不平衡会促使自控力差和情绪不稳。幸运的是发育中的大脑有可塑性，而且成人的大脑也常

常可以被经验所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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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京 博士, MD, PhD 

 

汉坦病毒可能会在优胜美地（Yosemite）蔓延 
今年优胜美地的游客中发生了九例确认的汉坦病毒感染，其中

三人死亡。九起病例中八个患病的游客都曾在咖喱村区帆布壁

小木屋住宿过。公园管理处已经通知了几千个今年曾在这些小

木屋居住过的人，提醒他们潜在的风险。当发现一例汉坦病毒

感染的游客并没在咖喱村区居宿过，而是露营在公园的其它地

区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家公园管理处已发送电子邮件通

知另外约二十三万在这广受欢迎的公园预订住宿的人，警告他

们潜在的感染致命汉坦病毒的危险。 
汉坦病毒是通过接触啮齿类动物的唾液，尿液或粪便而传播的

疾病。早期症状与流感相似，但可以发展为非常严重的肺部疾

病称为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使患者呼吸困难。根据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统计，该综合征患者的死亡率是 38％。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癌症研究的进展和展望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上周发布了第二个年度“癌症研究

进展报告”，指出最近的突破性进展和一些缺乏研究的领域。报

告指出，也许最切实的进展标志就是自 2011 年 9 月以来美国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八个新的抗癌药物，以及三

个现有药物的新适应症。另外还有对癌症生物学了解的进展，

特别是那些与癌症的风险，病情发展和对治疗的反应相关的识

别基因组。但报告也指出，“据估计，2012 年在美国大约有三

分之二的由癌症造成的死亡都是源于可预防的因素：最显著的

是烟草使用，肥胖和缺乏运动以及不使用或不遵守对可致癌的

感染的治疗或预防措施”。 
这一组织警告说，目前的联邦预算僵局可能会使进一步的研究

嘎然而止。该报告指出，大多数迄今取得的研究进展直接或间

接地得益于政府的研究资助。然而，如果国会不能在 2013 年

1 月 2 日前通过削减赤字的计划，研究活动的预算肯定会被大

幅削减。 
 

登革热疫苗前景看好 
一项大规模的对一种抗登革热病毒的原型疫苗试验的结果表明，

该产品对四个血清型中三个是有效的。上周“柳叶刀”杂志报道，

赛诺菲 - 巴斯德公司研发的疫苗的 IIb 期临床试验在约四千名泰

国儿童中进行了测试并在接种后两年进行了随访。接受疫苗的

儿童表现出登革热的感染率轻度降低（2.8％相对于 4.4％，无

统计学意义）。但研究人员发现在接种疫苗的儿童中出现了异

常比例的登革热 2 型。整体疫苗的有效性有 30％；对血清型 1，
3，4，的有效性从 60％到 90％不等。在“柳叶刀”杂志的报道

中，赛诺菲 - 巴斯德公司的首席研究人员称其为”有史以来第一

次显示安全有效的登革热疫苗是可能的”。 
 

临床试验显示以防卫肽为基础的抗生素的有效性 
一项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皮肤感染的 II 期临床试验显示：一种

以防卫肽类的宿主防御肽为基础的抗生素与达托霉素（Cubicin）
一样有效。这种药被称为 brilacidin。该药的研发部门宾夕法尼

亚州拉德诺公司（PolyMedix of Randnor）声称，这是第一种在

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效果的天然产生的防御素。许多动物和植物

能生产蛋白质和其他因素抑制致病性细菌和真菌的菌群生成，

制药公司已经将此作为新型抗生素研发的线索。 
PolyMedix 的研究人员报告：在 215 例急性皮肤和皮肤结构感

染的治疗中，每天一次 brilacidin（1 毫克/千克）治疗 5 天与一

个星期的达托霉素治疗在 4 周后有同样的反应率。而每天两次

低剂量的 brilacidin 在 28 天的评估效果较差。虽然这种药物是

相对安全的，但六例接受 brilacidin 的患者，包括三个高剂量组

的患者都有一过性血压升高。PolyMedix 表示，将在今后的研

究中探索较短的疗程。 
这项研究结果上周在旧金山举行的抗微生物制剂和化疗跨学科

会议上发表。 
 
MOM （金属对金属髋关节）在中期内没有致癌的风险 
英国的全国联合注册机构在年度报告中指出，据相关的数据表

明 MoM 植入似乎并没有增加癌症的风险，至少在植入后第一

个七年。一些专家担心从这些设备释放到血液循环的钴和铬离

子可能有致癌作用。这一观点促使该组织重新审视自己的数据，

其中包括约四万名接受 MOM 置换和超过七十万接受其他类型

的人工髋关节置换的英国人。那些接受 MOM 植入的患者的患

医学广角 

临床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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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率实际上低于一般人群，并且植入类似设备的患者也有相似

结果。 
 

但报告强调 “我们并不能以此推断长期的结果，因为某些癌症

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要确定 MOM 置换在长期是否增加

患癌症的风险，我们需要更多的纵向数据，以及更多的研究，

以帮助确定金属暴露的生物学后果，从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

据预测可能导致哪些癌症”。该报告还证实了以前的发现，

MOM 置换相对其他竞争者的设计有较高的失败率。 

[参考资料: MedPage today2012 年 9 月 16 日] 
 

西尼罗病毒 （West Nile）知多少? 

                                                                                 何莹莹  博士 

如果历史记录依然可靠的话，八月份某个时间段应为西尼罗病

毒爆发流行的高峰，尽管由于检测和报道的延滞将导致病例在

其后持续增加。9 月 11 号，疾控中心收到了 2636 例西尼罗病

毒病例报道，其中 118 例死亡。而在此前一周，仅有 1993 例

被报道，87 例死亡。除了五个州外的其他所有州均有病毒在人

身上检测到，而除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外，检测到病毒在人，鸟

或蚊子上的感染。报道病例（1405）的一半以上的人发生神经

感染性疾病。这是自 1999 年该病毒在美国出现以来，在九月

的第二周报道的该病例最多的一次。 
 

而“神经感染性疾病的数目‐‐‐这个西尼罗病毒流行程度的最佳

指针—有望超过 2002 年的 2946 例的记录”，莱尔·彼得森 

（MD, MPH）， 疾病控制中心虫媒传染病科的主任，周三在与

记者的电话采访中提到。死亡病例也有同样的趋势，这使最近

的爆发成为记录上最严重的一次，彼得森说。尽管 2003 年的同

一时期报道了更多的病例，彼得森说是因为那年在某一周有很

多非神经感染性疾病被过度测量所导致的假象。“一个好消息

是，根据历史数据，目前在该流行病上我们已经转危为安，”

他说，“我们希望最严重的爆发成为过去时”。 

[参考资料: MedPage today2012 年 9 月 16 日] 

 

非甾体抗炎药 对 心肌梗塞 发作后 的 长期隐患 

                                                   柴坎 

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网络版《循环》刊载了安妮 - 玛丽·奥尔森，

博士（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Gentofte 医学院）和其同事对丹麦人

口研究的新发现：使用非甾体类消炎药（NSAIDs）对心血管会

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他们对近 10 万首次心肌梗死（MI）患者

进行追踪调查发现：使用非甾体消炎药（NSAIDs）会持续增加

死亡风险，在一年期内为：（HR 1.59，95％CI 1.49〜1.69）

和 5年期内为（HR 1.63，95％CI 为 1.52 至 1.74）。此外，针

对第二次发作心肌梗死的患者进行的为期五年的随访发现：服

用消炎药后心肌梗死的死亡风险增加了 41％，冠心病死亡的风

险增加 30%，他们认为：虽然这样的流行病学研究无法建立因

果关系，但他们的结果进一步证明 COX-2 抑制剂和严重的心血

管疾病间的关联。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他们声称：“我们建议患者心肌梗发作

后，应长期谨慎地使用非甾体消炎药。”同时建议重新考虑过

度的使用非处方性非甾体消炎药如双氯芬酸（diclofenac）和

布洛芬（ibuprofen）。”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与不采用相比较会

增加风险，尤其双氯芬酸（diclofenac）风险最高。在这项研

究中被评估的其他非甾体抗炎药还包括：罗非昔布 rofecoxib 

(Vioxx)，塞来昔布 celecoxib (Celebrex)，萘普生 naproxen

等。研究进行期间，只有布洛芬（ibuprofen）（200 毫克）作

为非处方药，在丹麦出售。 

 

由于非甾体抗炎药对首次心肌梗发作后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

研究人员分析了丹麦国家病人登记处 1997 至 2009 年的 99187

例患者中的数据。2007 年，尽管美国心脏协会提出：谨慎的反

对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处理心血管疾病，但许多病患仍然在短期

内接受这些药物。（《循环》2007，115：1634-1642，奥尔森

和其同事）。在该项研究中，男性较女性占较大比重为 64％，

患者平均年龄为 69 岁，其中 44％至少服用了一种处方类非甾

体抗炎药。研究人员发现，病患在首次心肌梗死发作出院后，

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风险性大致维持不变。”与之相对，典型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首次心肌梗死发作后，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服用罗非昔布

（rofecoxib）和双氯芬酸（diclofenac）与服用其他非甾体抗

炎药相比，使患者面对心肌梗死和冠心病死亡的风险更高，尤

其与风险系数最低的萘普生（naproxen）对比。虽然萘普生

（naproxen）效果较好，研究人员指出，但相对罗非昔布

（rofecoxib），服用萘普生（naproxen）使胃肠道出血的风险

提高。他们还发现，根据 5 年的跟踪随访，那些不服用非甾体

抗炎药的病患，再发心肌梗死的风险性逐年降低。 

 

这项研究有诸多限制如：采用自然观察法，临床的数据不够完

善，对使用非处方阿司匹林的病患没有进行统计，没有办法确

定，是否患者坚持用药。尽管如此，这些数据来自一个国家，

是准确而可靠的。 

         

综上所述，奥尔森认为：他们的发现有力的支持了先前的结论， 

非甾体抗炎药不是心肌梗死病人的灵丹妙药，使用非甾体抗炎

药会持续增加冠心病的危险， 无论距首次心肌梗的时间长或短。   
 

(编译于“MedPageToday 2012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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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体系  美国家庭医师学会：独立的执业护士的医疗行为必须停止 

                      边清宁   MD，PhD - 塔夫茨医学院 

美国家庭医师学会（AAFP）在 9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批评了由执业护士(NPs)运行初级保健医疗机构的做法，他们称这种做法不能够提供相当

于医生主导运营的机构所能提供的有质量保证的医疗保健。"医师能为所有健康问题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专业知识。”AAFP在其

报告“面向 21世纪的基层医疗”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医生给患者提供无可取代的服务，没有他们的技能，患者将接受低等治疗，”报告中

还指出“我们绝不能将美国人的健康降级为只为他们提供护士而不是医生。我们需要的是由各司其职的卫生专业人员组成的医疗团队来满足患

者的需要。 

 

美国家庭医师学会建议，与其增加由执业护士运行的健康机构，不如建立更多的由医生领导的由专业医疗人员组成的团队，即“以病人为中心

的医疗之家”（PCMHs），团队包括执业护士，以此提供最优化的治疗和护理。截至今天，共有 22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允许执业护士拥有

诊断和治疗的自主权，然而其中只有一半规定护士需要医生参与某些或所有的药物的处方权。 

 

此外，AAFP 董事会主席罗兰 · 戈尔医生在周二与记者的电话中指出，3年前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在偏远地区的由执业护士运行的健康机

构，其中大约 23%的机构脱离了医生的监督。AAFP 旨在促进建立更多由医生领导的医疗之家，并认为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一个初级保健医生。

"我们不是让目前已经拥有其完整健康系统的州倒退并更改目前的制度，"戈尔表示可以允许执业护士拥有自主权。AAFP 也承认医生短缺，但

是给予非医师的医疗人员更多自治权只会以牺牲医疗质量为代价。AAFP还表示："由执业护士取代医生不能作为医师短缺的应对之策"。 

 

根据美国医学院协会的数据，2020 年美家将会短缺高达 45000 个初级保健医生。与家庭医生需要接受 11 年的医疗培训相比，执业护士的培训

时间为 5.5 至 7年。在具有执业资格前，医生还需要完成大约 4倍与执业护士的临床实习时间。根据的AAFR的论点，医学界正在朝着以团队

为基础的医疗方向努力，但是向执业护士提供更多的独立性却与此方向背道而驰。 “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方法使整个医疗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冲

突的状态。”葛尔滋说。 

5 

周二在与记者的电话中中，AAFP特别指出了在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米拉蒙家庭医学的运行模式，医生通过团队的辅助人员以及其他卫生专业

人员实行医疗管理经营。根据AAFP的资料，执业护士与医生的最佳比例是 4比 1。在这种设置下， 执业护士监督病人的实验室数据，进行

随访检查，并接收病情相对简单的病人。医生与护士间密切合作，并在他或者她需要时，轻松容易地互相咨询建议。“这不仅仅是我们，这是

我们所有的人的需要，”葛尔滋说。这样的系统可以提高质量并降低成本，AAFP说。蓝十字蓝盾健康保险公司曾测试这个模型，并在第一年

发现，近 60％的符合资格的健康机构均显示低于预期成本。由医生领导的“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之家”（PCMHs）已经成为一种快速增长的

模式，该模式正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设计初级保健医疗。 编译自MedPage Today 2012 年 9 月 19 号。 

 

                        避免 医疗 诉 讼 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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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治病救人的崇尚，从职业的稳定性及收入来说，在美国做

医生都是很好的职业。但是，做医生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

不难想象，人命关天，责任重大，随时有医疗事故及诉讼的隐

患，令人颤然。据统计，在美国行医平均每 10 年有 1 次医学

诉讼经历。  而被诉历史为永久公共资讯，随时网上可以查询。

避免医学诉讼，要求医生高度的责任感及精良的医术。医疗诉

讼索赔巨大，每位医生都要买保险。 

医疗事故来源于多个原因，不外乎是没有及时诊断或治疗，比

如没有及时开出诊断性检查，没有及时转诊，缺乏准确的评估，

缺乏准确的记载和适当的监测，与病人的交流不足等多种原因。

以一家医疗事故保险公司 CRICO 的资料来看看相关的数字，会

给我们一些启发。 

CRICO 是哈佛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主要供保公司。它为 11000
名医生，25 个医院及 10 万职工供保。 从 2007 年 1 月 1 号至

2011 年 12 月 31 号 5 年的资料看，CRICO 的医疗诉讼病例分布

外科占 300 例，内科 240 例，妇产科 150 例，护理 105 例，放

射科 85 例，急诊科 65 例。其中外科，内科及妇产科的病例占

50% 以上。涉及的病例住院病人占 42%，门诊病人占 49%，急

诊病人占 8%。与诊断相关的病例占 37%，与治疗有关的占 25%，

外科治疗有关的占 15%，药物有关的占 7%。在诊断相关的病例

其中 54%涉及癌症的诊断，而乳腺癌病例最多占 27 例，其次

为前列腺癌 13 例，结肠癌 13 例，肺癌 13 例。62%的门诊病例

由诊断失误造成，主要为延误开出相应检查以及体检时对于某

些症状的评估及随访不够。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门诊的医学诉讼预防措施。门诊的特点不同

于病房，病人是流动的。在门诊如何避免医学诉讼呢？从六个

方面入手：1， 病人评估过程：病人的病史及体检，过敏及药

物史，诊断及治疗计划的建立； 2，严格执行疾病治疗的统一

标准；3，健康筛检，以年龄，性别，个人史，家族史的危险

因素为基础，建立适当的诊断计划及随访计划；4，试验结果

的管理，开出的检查是否已预约，被执行，结果的及时收到，

给病人结果并解释到位，是否及时建立诊断及治疗方案并敦促

监测执行；5，转诊管理，及时的转诊并与转诊医生的适当交

流协作；6，团队管理及协调，对于手下的工作人员，护士，

助手，病历管理员等要严格培训管理，与其他值班医生要密切

配合，关注照顾病人的流程及各个环节，做到步调一致，防患

于未然。 
（资料来自哈佛以色列医院的 APG 继续教育 CME 讲座 2012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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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3 脂肪酸未必能有效对抗中风&心梗 
       马剑韬   医学博士 ‐ TuFts 医学院 
 
一项近期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荟萃分析总结了 20 个随机研
究的结果，包括了近 7 万人的数据。该研究没有显示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剂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汇
总结果显示补充剂不能降低全死因死亡率，心源性猝死，猝死，
心肌梗塞，或者中风的危险。该研究的执行者希腊学者 Mores 

Elisaf 指出基于对 Omega-3 补充剂的研究，尚无法支持在临床
指南或者日常饮食指南中纳入该补充剂。该学者指出虽然还会
有更多的随机研究涉及这个领域，但是利用个人数据的荟萃分
析在总结剂量、一致性、基础用量有稍强的优势。同时，荟萃
分析对于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研究可能更为合适。 

欧洲和美国的营养指南均推荐在心梗发生后增加使用 Omega-3，
可以服用补充剂（一般为鱼油、亚麻籽油、核桃油），或者富
含 Omega-3 的食物。但是，这项推荐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由于研究方法学的不统一，以前发表的荟萃分析的结果也并非
一致。因此，Mores Elisaf 和其希腊的同事进行了这项新的荟萃
研究。这个研究包括了所有的在成人中完成的试验时间至少为
一年随机研究，总共 20 个研究，6 万 8 千人。其中 13 个研究
为二级预防，4 个为一级和二级预防，3 个涉及植入式心脏除颤
器的患者。另外，2 个研究利用饮食咨询的方式来增加 Omgea3

的摄入，其他的均为以补充剂的形式。平均的摄入剂量为每日
1.51 克，平均研究周期为 2 年。研究终点包括了 7004 例死亡，
3993 例心源性猝死，1150 例猝死，1837 例心梗，1490 例中风。
所有观察的临床终点，无论是相对危险度还是绝对危险度，均
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标准。虽然该研究使用了调整后的统
计学显著水平（P 值小于 0.0063 为统计学显著），其结果和大
多数此领域的研究一致。 

纽约北岸-长岛犹太医院的首席心脏衰竭专家，David Friedman

指出：“虽然我有给患者处方 Omega-3 鱼油或者植物油胶囊来
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今年来有证据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争议。
这项研究更是突出了争议的存在”。不过，他也补充道：“即使
现 有 证 据 不 支 持 Omega-3 补 充 剂 对 于 心 血 管 疾 病 有 益 ，
Omega3 还是可以降低胆固醇，另外鼓励患者食用以植物为主
的食物和富含 Omega-3 的海产品（即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可能
会带来只服用补充剂所不能提供的好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
个荟萃分析也存在方法学的缺陷。 
因此，此研究表明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剂没有减少心
脑 血 管 病 的 发 生 ， 该 研 究 的 所 谓 阴 性 结 果 和 大 多 数 对 于
Omega3 补充剂的研究结果一致。（审稿：宋一青教授） 

                                                                        

酸奶（yogurt）的降血压作用 
                 张眉    MD， PhD - EMD Serono Research Institute, Merck KGaA, Darmstadt, MA 

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王慧芬博士和同事发现, 酸奶可以帮助预防

高血压，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一项观察性研究的建议。每三

天吃了至少一份酸奶（1 serve），比那些没有吃酸奶发生高血

压的几率低 31%.较为显著的效果发生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个

体，根据他们在美国心脏协会在华盛顿特区的高血压研究会议

报道的，弗雷明汉心脏病的后代队列研究的分析结果， “酸奶

是一种高营养，低脂肪的乳制品，”该小组指出，“较高的酸

奶摄入量，作为一个健康的饮食模式的一部分，可能有利于控

制血压和预防高血压。” 
 

这一发现强化了酸奶已知的降低血压作用， AHA 营养委员会

主席雷切尔生博士，在接受 MedPage Today 记者采访时评论

说。该协会支持 DASH 建议的每天两至三份低脂肪奶制品饮食。

“我会鼓励我的病人选择无脂肪或低脂肪酸奶，同时谨慎添加

糖量保持低的热量摄入，”约翰逊说。“然而，当我们谈论增

加心脏健康的食品，我们总是要考虑替换什么，不一定要增加

您现有的饮食量，以保持健康的体重，”她警告说。 
 

王的研究小组在弗雷明汉心脏研究的后代队列研究中研究了

2197 名血压基线不高的成人。他们采用问卷方式，对饮食问题，

血压以及与其他措施的实施了纵向研究。在基线食物频率问卷

中，有 44％的受访者报告说，他们至少每月吃一次酸奶。在 14

年的跟踪研究中的血压上升，2197 参与者中有 913 人发生高血

压。酸奶高摄入者，即酸奶热量在其每日所需卡路里超过 2％

的人，发生高血压的机会小些。与没有吃酸奶的人群比，高血

压发病率的比值比为 0.69，调整后的人口和生活方式因素和降

胆固醇药物的使用后， 95％置信区间为 0.54 至 0.87。收缩压

上升，在高消费群体比非消费群体低 0.19 毫米汞柱（P = 

0.04），酸奶摄入与舒张压没有相关。“从群体范围，一个小

的降低可以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在个人基础上可能看起来很

小，” 
 

约翰逊说，在伯灵顿佛蒙特大学的营养学和医学教授。这种联

系在排除使用抗高血压药物的因素后，收缩压的变化实际上是

加强了。调整 BMI 和 BMI 的变化并没有消除任何结果。约翰

逊指出，尽管许多潜在的混杂因素调整后的研究中，这种类型

的相关性研究永远无法完全消除的额外测量的干扰因素可能性，

因为消耗更多的酸奶的人也许有一个利于心脏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寻找的是，是否有摄入量增高与血压降低的线性相

关，”她指出，虽然“这可能只是是乳制品的摄入总量的其中

的一部分。”  
 

这里要说明一下，此研究结果发表在一次会议上，只是一个摘

要，这些数据和结论应被视为是初步的，尚未在同行评审期刊

中发表。在这项研究中，人们谁消耗了显着的酸奶的高血压发

病率比那些谁没有吃酸奶有较低的风险。 

 

摘译自MedPage Today2012 年 9 月 19 号。 

饮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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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检测 IgG 总量而非 IgG4 的原因 
 

William Shaw, PhD [邓月天 翻译] 
 

人体的免疫球蛋白
一般有五种不同的
类型，即G、A、
M、E和D。IgG抗
体是由两套重链与
轻链的半分子所组
成，而这两条接连
在铰链区通过重链
间的二硫键进行结
合 。 IgG4 抗 体 通

常只占IgG抗体总数的6%左右。IgG4抗体与其他IgG子类抗体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抗炎症反应的功能上，IgG4最大的问题是
诱导补体能力和细胞活化性偏低，而这是因为其与C1q（补体
第一部分的q片段）的亲和力非常低。因此，IgG4一般是作为
进行免疫治疗的首选子类，但其主要效应并非治疗所需的要件。
另外，人们对血液衍生IgG4的属性还存在一个严重的误解，即
IgG4可以阻碍交联相同抗原，该现象也称为“功能性单价”。
IgG4抗体属于动态分子，因此可以通过置换自身所携带的轻-
重链半分子来获取某一种新的抗原，从而导致形成无法组成大
型交联抗体的双特异性抗体，由于其无法与补体结合，因此形
成后继性炎症。基于IgG4抗体的这种特性，因此免疫治疗一般
通过使用多种抗原来减轻由IgE所引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因为
如果抗原都与IgG4抗体发生了反应，就不可能再与IgE进行反
应，而IgE是导致各种过敏反应的元凶。因此，IgG4最广泛的
用途是阻碍其他抗体的反应。故而，在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携过
敏原免疫治疗中，针对过敏原的IgG4抗体水平的确与临床效果
成正比。IgG4抗体不但阻止IgE所导致的食物过敏反应，同时

也会阻断其他IgG子类抗体引发的过敏反应，进而环节有这些
抗体所引发的各种过敏反应。 
IgG抗体的结构就IgG抗体导致的食物过敏检测来说，最终的目
标是发现能够会导致不良反应的食物种类。IgG1、IgG2和
IgG3都有可能造成炎症反应，因为这些抗体不需要与其他抗体
置换轻-重链来形成特异性抗体。因此，IgG1、IgG2和IgG3抗
体可以，而且的确会形成大型的免疫复合物或晶格，而这些物
质会导致炎症恶化。而针对食物抗原的IgG4抗体现显示的则是
那些通常不会引发炎症现象的抗体，尽管有些抗体在数量极大
的情况下也能反映针对食物抗原的免疫反应。所以，如果只进
行IgG4抗体的检测，会使医生无法确定到底是何种食物的不耐
受情形导致了病人的症状。在凯姆尼及其同事的研究中，已经
证实了食物不耐受检测中其他IgG子类抗体的重要性。在研究
中，他们发现20名乳糜泻患者体内的麦蛋白IgG1抗体都出现过
高的情形，但其体内的IgG4抗体却没有对麦蛋白产生任何过敏
反应，也没有出现过高的情形。 
 
参考资料 
1. Marijn van der Neut Kolfschoten, et al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of Human IgG4 Antibodies by Dynamic Fab Arm 
Exchange. SCIENCE VOL 317 14 SEPTEMBER 2007 
pgs1554-1555. 

2. Volpi, Nicola and Maccari, Francesca(2009) 'Serum IgG 
Responses to Food Antigens in the Italian Population Evaluated 
by Highly Sensitive and Specific ELISA Test', Journal of 
Immunoassay and Immunochemistry, 30: 51 - 69 

3. Kemeny DM, et al Sub-class of IgG in allergic disease. I. IgG 
sub-class antibodies in immediate and non-immediate food 
allergy. Clin Allergy. 1986 Nov; 16(6):571-81. 

4. Stapel SO, Testing for IgG4 against foods is not recommended 
as a diagnostic tool: EAACI Task Force Report.Allergy. 2008 
Jul;63(7):793-6. Epub 2008 May 16. 

 

         何时看医生与怎样练气功 
‐                                

i.  记艺文小集 9 月 2日讲座 

‐  

    牛江河  博士 

波士顿“艺文小集”9 月 2 日的例月演讲嘉宾是哈佛大学以色

列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哈佛大学医学院临床讲师孔学君医师以

及中西医结合医学博士刘京医师。 

 

何时需要看医生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一个自我判断、分析

并作出决策的过程。一定的医学知识、以及医疗体系知识无疑

将大大有助于这一过程的正确性，从而确保自身的健康和治疗。 

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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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中美两国（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院、塔夫茨大学医学院、

哈佛大学以色列医院）临床医学实践了二十余年的孔医师在她

的演讲中对此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图画”。涵盖的主题

有三个方面：1，何时健康体检，针对一般人群不同年龄组的

（40 岁以下，40-65 岁，65-75 岁，75 岁以上）以及针对特

质人群的个体化体检，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普查的内容及

注意事项；2 常见慢性病何时复诊，复诊的内容及注意事项；3，

有了病症何时就医，哪些情况要看急诊，哪些情况要看门诊。

对于男性吸烟者开始主动脉瘤的超声波普查是常常容易忽略的，

对需要警觉的急症重症的信号要有足够的认识。 

 

经验老到的孔医师特别强调了那些似是而非的、人们容易轻视

大意的、时隐时现的、自己尝试治疗维持而容易延误就医的症

状以及注意事项。孔医师也强调个体差异，各人的情况千差万

别，故而每人体检的项目可以相当不同，每人的发病特点，表

现形式亦各有千秋。良好的医患关系，充分的沟通交流是很关

键的环节。 

 

孔医师还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西方人和中国人在体质上、临床表

现，诊断标准上以及治疗上的差异及后果。比如许多按西方标

准来说并不算肥胖的中国人其实已经有了脂肪肝，的确是中国

人的胖子了。我们中国人乃至亚裔的肝炎，肝癌，胃癌，结核

等发病率不成比例的高于其它人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比如中

国人对于某些药物比如 beta 阻断剂的敏感性远远高于西方人，

也就是说中国人只需要很小的剂量就可能降压。用老美的常规

剂量有可能会导致低血压，甚至以前就发生过病人晕厥的情况。 

 

气功也神秘也不神秘。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对这看不见摸不着

的“气功”感到深不可测，神奇奥秘。而其实它就是一种通过

以呼吸的调整（调息）、身体活动的调整（调形）和意识的调

整（调心）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 

 

气功发源地是中国，有其悠久的历史，并逐渐形成了医家、儒

家、道家，佛家、武家等众多的流派。医家气功强调保健、延

年，道家气功讲求性命双修，佛家气功讲求明心见性，武术气

功则注重去强化肌肉，发力护身。 

 

刘京医师的阴阳气功是根据传统气功和阴阳学说，结合神经-

内分泌理论、经络导引术、太极，愈迦等提炼融合其精髓而成

的一种简易有效的自我保健方法。具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刘京医

师在接下来的演讲会上用了很大的篇幅理论性地讲授了气功和

交感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调节和交互作用。他从事中

医临床 30 余年，在美国麻省总医院 （MGH) 兼职作研究学者

15 年, 参与了用 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研究针灸对大

脑影响等分子生物学研究。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刘京医师对

气功的治病认识可谓深刻 （具有更深刻的科学依据）：气功通

过调息、意守、调整呼吸之气,使其逐步达到缓、细、深、长,

从而使大脑皮层得以发挥其对机体内部的主导调节作用, 使血

中含氧量增加, 促进全身气机畅通, 加强胃肠消化功能和全身

物质代谢、达到疏通经络、凋和气血阴阳、保健强身、防病治

病的目的。 

 

刘京医生认为：气功甭管它怎样云里

雾罩的，你假如什么都没记住，但记

住了 （掌握了）“（深度而自然的）腹式呼吸”，你就掌握气

功的一半了。腹腔大，胸腔小；腹腔容易往外扩张，胸腔不容

易往外扩张；肺上部只占整个肺部的 30-40%，而肺下部占

60-70%。由此腹式呼吸可以加大氧气的摄取。更重要的是深

度腹式呼吸使横隔膜上的迷走神经受到牵张刺激而反射性的降

低交感神经的紧张度从而改善紧张情绪和中枢神经系统对内脏

功能的调节而有利于健康状态的恢复。 

 

笔者觉得他说的这点尤其有道理：很难很难做到让大脑单纯的

静静的什么都不想，90%的人不到 10 分钟的静坐后就会走神，

就会想点什么。换句话说，让脑袋“空空如也”不大可能，但

是若让脑袋的空间“充满”正面的积极的美好的东西，那么负

面的消极的丑陋的东西就“无处可呆”。这就是为什么在炼气

功时，我们要在脑袋里想象着、意念着或一朵莲花，或一个太

阳，或蓝天，白云和大海。无数日日夜夜，无数反反复复的这

种想象和强化后，这些正面积极美好的东西就在大脑里“住”

定了，人的脑袋就这么大，其它的东西就没地方呆了。 

 

刘京医师为初学者设计的阴阳气功的八个动式分别是：1． 起

式：松肩抱腹 ，2． 龟背鸡鸣 ，3．展翅环视 （正、反掌），

4．太极抱球，5. 抱拳行礼， 6．菩萨合掌，7    拉弓射箭 

（阴阳爪），8．行云流水。 

 

刘京医师还解释了为什么要有动作，动作可以加强对意念的训

练。除了让人的思想至少关注在动作上，动作本身就是根据身

体的筋络、穴位而设计的。比如“拉弓射箭”，（在做拉弓的

动作时，脚、小腿、大腿的肌肉一绷紧）利用肌腱，肌肉的牵

拉，张弛来交互刺激阴阳经络上的穴位。阴阳的其中一个意思

就是平衡和双向，就是对立和统一的结合。比如“行云流水”，

胳膊和腿同时朝向正反两个方向并且松弛和紧张并行的运动。

基于中医理论的心身-身心的交互调节与平衡是阴阳气功的基

本思想。 

 

刘京医师（精辟地）指出复杂其实就是简单，最简单的也就是

最有效的。阴阳气功帮助人们认清了气功的本质，使人从“不

知所从”到“知所从”，根据个人健康状况掌握更自主的掌握

练功方式，通过“炼气， 练脑， 练身” 达到更佳的健身效果。 

 

工作时亲眼见到气功掌门人赵先生对瘫痪病人做气功导引术时，

瘫痪病人的肢体就跟着运动。）刘医师本人自 16 岁起在北京师

从中医师、武术师王炳权先生学习中医和气功，以及曾经在国

家级科学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著名气功师赵光先生气功，

在美国中医临床实践中注意学习西方流行的健身术，积累了很

多心得与大家分享。 

  

刘医师讲到后来，听众都忍不住，一个个先后从座位上站起来，

跟着刘医师动起来，松肩抱腹，展翅环视 ，拉弓射箭。尽管实

际所用的时间是原先预定时间的三倍，听众还觉不够，于是计

划在 12 月的艺文小集聚会上还继续气功的主题。 

 

所有听众自始至终聚精会神，兴趣盎然。

会后又围住孔医师和刘医师问问题，要名

片和致谢，表示大有所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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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医学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随感 

             王晓春  博士 

[注：最近陪家父入住干部病房，记下随感，以资与对中国医疗现状感兴趣者磋商。] 
医院概况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前身是国民革命军陆军联勤总医院，民称“陆总”，建于 1933 年。1949 年为现政府接管，依然由军队使用，服

务部队和地方，但军人优先。医院有 3000 多工作人员，60 个专科，床位 1900 个，年门诊量 100 余万人次，受容量 3 万余人次，手术 2
万多台次。拥有 12 名将军级专家。在骨科，内科，麻醉科，神经外科等有六项优势学科。有 PET/CT,C 型伽马刀，氩氦刀治疗仪，24
小时动态心电图仪(Holter)双梯度 3.0T 磁共振，胃肠治疗仪，大型高压氧舱等。自称有万元以上仪器 1400 多台，合 5 亿美元。先进项目

有各种心脏外科手术，肝细胞移植术等。 
 
门诊和住院 
门诊配有多型先进仪器，包括 5 个 CT 室，2 个 X 光照室。入院开始由一名实习医师（多是刚毕业的医学生）做初期诊断，预约检查并

做简单治疗如退烧，点滴等。每位病人指定一经治医师（即主治医师）和一上级医师及两名护士。经治医师在获得初步病史和检查后查

房（有时会诊）和病属讨论方案，理论上每日一次但对慢性病人则不频繁。院内可作检查包括 B 超，X 片，KEG 等。有些需到门诊进

行但军人凭军人证优先。以干部二科为例。此科监管 50 张床位，有 24 名护士（含护士长一名）。晚上有 3 名护士值班，兼顾第二天的

药品配制。一级护理：查体温和脉搏等生命体征每日 4 次，血压 2 日查一次（有高血压史的每日一次），称体重每两日一次。二级护理：

生命体征每日一次，其它递减。由营养科统一供应饮食，一日 5 餐。据笔者观察，曾有蒸鳖，蒸鸽，鱼类，各种药膳等，品味精良，只

是为重症病人着想，多用低盐标准，食之乏味，但绝对安全健康。 
 
私请护工 
有一半以上老年病人因护理需求雇请护工，以女性居多，多来自湖南，江西等，也有当地人。许多已在这个城市工作多年，熟悉工作和

生活环境，并可从家乡招募更多青年，俨然有成帮派的趋向，但确是因应社会需求。但也有护工怠工偷窃和过多接活而疏于职守的问题。

这些资源本应由医院统一规划甚至管理，并纳入整个医疗护理体系，但现因医护关系紧张，医院不愿涉足护工管理，全由患者自行督导，

功效不力和监管不善的问题多有发生。反观美国在医院的护工属于完整体系，监管严格，而独立的护理服务由私营企业监管（其上有监

督），机制完备。中国医院这点有很大改良空间。 

 

      止痛药  与    听力下降 
                                                                                                                                         王夏红医师 

药物讯息 

 2012年 9月 12日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使用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后会导致听力下降。当你出现头痛或者腰背痛时，你一定会想到应用
止痛药来缓解症状。 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是美国 常用的药物， 止痛药能治疗各种疾病， 但是它会影响听力。  
 
哈佛医学院附属布里格姆妇女和儿童医院 Sharon G Curhan 医师 2012 年 9月 15日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妇女每周
两到三天使用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会导致听力下降。Curhan 医师说：其发生机制可能是非甾体抗炎药降低了耳蜗的血流量并损害其
听力功能。 他还说，“对乙酰氨基酚可能会抑制对耳蜗的保护作用。”该研究结果表明：用量越大，听力损害的风险越高，特别是每周
使用 6天或更多的人；年龄小于 50岁，药物和听力损失之间的关系越大。使用阿司匹林和听力损害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研究人员前瞻性地研究了阿司匹林、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的使用频率与听力损害地关系。对 62，261名年龄在 31至 48岁之间的女性
进行了研究并随访了 14年，从 1995年到 2009年，10，012人出现听力下降。与每周使用一次布洛芬的女性相比， 每周使用 2〜3天听
力下降的风险是 13％，而每周使用 4〜5 天者听力下降的风险是 21％，对于那些每周使用布洛芬 6 天或以上的，风险增加到 24％。与
每周使用一次对乙酰氨基酚的女性相比，每周使用 2〜3 天， 听力损害的风险是 11％， 每周服药 4〜5 天，其风险增加到 21％。 

Curhan医师说：“虽然镇痛药是广泛使用的非处方药，但仍然是药物， 有潜在的副作用。”她还说“如果人们需要长期使用这些药物， 应
该咨询他们的保健医生，权衡利和弊，并探讨用其他药物替代的方案，”。 
 
在美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超过 50％的人患有高频率听力损失。三分之一 50 岁的妇女和三分之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过听力损失的经
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在经济收入较高的国家成人听力下降是第六大常见的疾病 。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DC010811和 CA50385）和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资助的 。 [参考文献 MedPage Today 2012年 9月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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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氏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新进展 

何梅  神经科医师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 帕金森氏病的发生率有所上升， 也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 本文将对此病做一个简介， 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先介绍一些帕金森氏病的背景资料和流行情况， 帕金森氏病是一种慢性的中枢神经系统退化性失调的疾病，是第二常见的神经退

行性病变（第一是老年痴呆症）。 发病率在每十万人 100 到 200 例。年龄是最强的致病因素，65 岁人群的发病率是 1%，85 岁时人群

发病率增至 4%。英国医生杰姆士。 帕金森（JAMES PARKINSON）于 1817 年首先对这种病做了描述。美国作家兼神经科医生奥列弗。撒

克斯（OLIVER SACKS）在 1973 年发表的力作: “无语问苍天”（AWAKENINGS）中对此病做了精彩描述，此书 1990 年被改变成同名电

影， 主演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以此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帕金森氏病的病因至今不清。病理表现是大脑底部基底核（BASALGANGLIA）尤其黑质（SUBSTANTIAL NIGRA）脑细胞退化， 导致

多巴胺（DOPAMINE）缺乏。5%到 7%的病人家族病史中有此病。 对此病的基因研究正在进行中。 

   帕金森氏病有四个典型的运动功能症状，包括： 按发生顺序是：静止性震颤 （通常是最先发生症状，从主导侧的手开始）；强直；

运动迟缓和步态不稳。 刚发病通常只有一到俩个症状， 逐渐增多。 典型的帕金森氏病占帕金森氏症候群的 80%， 其他 20%包括药物， 

中风， 感染引起的类似症状， 或由多系统萎缩（MSA），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皮质基底节变性(CBD)引起的。 

  帕金森氏病的诊断通常是临床诊断。 具有以上典型运动功能症状；服用左旋多巴(LEVODOPA, SINEMET)后好转；不属于上段中 20%的

非典型情况。诊断准确率在 90%以上。   

  帕金森氏病的非运动功能症状包括：嗅觉减退、便秘、直立性低血压、抑郁、睡眠问题、记忆减退等。与运动功能障碍同样影响病人

的生活质量。 

 70%的帕金森氏病病人在初始症状发生 2 年内需要开始服药。 从 1960 年后开始用左旋多巴治疗此病至今， 左旋多巴仍是治疗帕金森

氏病最有效的药物。初始治疗多先选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DOPAMINE AGONISTS）或者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 以上药物控制不了病

情时则选用左旋多巴， 或者多种药物合用。目前的药物治疗还局限的症状控制阶段， 对退行性病变趋势没有有效的停止或逆转效果。 

   2002 年，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脑部深层刺激手术（DEEP BRAIN STIMULATOR）做为对重症帕金森氏病的一个可能选

择。这种脑外科手术。将导线植入脑部特定部位，由节律器发出电刺激，来达到治疗目的。对震颤症状最有效，对配合药物治疗， 减

少药量和药物副作用亦有效。 

  下面谈谈目前正在进行的几项药物研究： 

1. DUODOPA: 胶状左旋多巴，将左旋多巴直接用导管导入体内， 能有效的延长作用时间， 减少副作用。 2004 年欧洲和加拿大

已经开始采用。 

2. IPX66（一种长效左旋多巴）， 尚在临床试验期， 比现有制剂血液浓度更高， 更恒定。 

3. PROSAVIN： 目前在 2期临床。一种基因工程病毒。 用外科手术植入大脑尾状核。使大脑可以合成自己的多巴胺。 

4. CERE120：目前在 2期临床。另一种基因工程病毒。 携带神经类生长因子，在动物实验中显示疗效。在一期临床试验亦显示有

效。 

  综上所述， 我们对帕金森氏病的认识开始于十九世纪， 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使我们对其病理定位和发病过程有了更好的了解。 帕

金森氏病的症状包括运动功能症状和非运动功能症状。 对俩方面症状的了解和治疗是同样重要的。有效的治疗药物在过去几十年中没

有大的变化， 在给药途径上有一些新的进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在帕金森氏病的治疗上也有所突破。 

（审稿：李维根医师） 

专家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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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裔美国妇女癌症风险需知 

 在美国，癌症是导致亚太裔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以乳腺癌最为常见。 

 亚太裔因癌症而导致的死亡增长率快于美国任何其他种族和民族。 

 自 1988 年至 2005 年，亚洲以及美国太平洋岛感染乳腺癌的概率正在以每年大约 1.2%的概率增长，现已下降。 

 尽管乳腺癌的死亡率在美国种族群中逐步下降，但仍然在亚洲及美国太平洋岛女性中上升。 

 相比其它人群，亚洲及美国太平洋岛女性在诊断以及早期肿瘤发病时被检测出患乳腺癌的年龄层经较为年轻。 

 亚太裔美国妇女的乳腺癌病发率较居住于母国的亚太裔妇女的乳腺癌病发率高 60%。 

 在美国生活过十年以上的亚太裔移民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比新定居的亚太裔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高 80%。 

 尽管误解认为亚洲和太平洋岛国的妇女不会患乳腺癌，生活在美国的南亚妇女，连同日本裔和中国裔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移民，

乳腺癌的发病率达到相当于美国白人妇女的发病率。 

 亚裔和太平洋岛国裔美国妇女进行乳腺癌检查的比例非常低， 这增加了她们被查出晚期癌症的可能。许多研究表明超过四十

岁的亚裔和太平洋岛国裔妇女进行乳房 x 光检查的比例低于美国任何其他种族和民族。对于亚裔和太平洋岛国裔中的低收入家

庭和近期移民， 这种比例将会更低。 

 

 

乳房密度和塊狀與乳房檢查關聯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Focused on Health 10‐/2012 

 

                                                                                      Adelina Espat,   鄧福真翻譯  

 亞洲婦女的乳房密度(Breast Density)相對的比白人婦女來的高，密度高和有塊狀的乳房是否會影響的乳房檢查結果。根據 MD 

Anderson 癌症預防醫療主任 Thereasa  Bevers 醫師，答案是的。但是有密度高的婦女也不要因此，不做定期乳房攝影，因為早期發

現的乳癌治療效果很好。以下是  Bevers 醫師的更進一步解說兩者間的關聯。 

密度高的乳房(Dense Breast) 

婦女的乳房密度高有較多的腺體組織(Glaudlar Tissue)，這些腺體組織造成乳房攝影(Mammogram)的 影像不容易清楚分辨不正常的腫

塊。Bevers 醫師指出 ，雖然是不容易偵測 ，但是，不是不可能。尤其是現在普遍使用數位攝影〔Digital Mammogram〕比較容易發現

不正常的地方。為了更小心起見，乳房密度高的婦女，可以額外要求做乳房超聲波檢查〔ultrasound〕，來偵測任何有不正常的地方。

做超聲波之前，要您的醫師確認您的醫療保險，是不是有含蓋這項檢查，有的保險是不給付的。 

 

乳房的大小 

乳房的大小不會影響您得乳癌的風險，但是，它會影響您的乳房攝影檢查和臨床檢查。例如，乳房較大的婦女比乳房小的婦女，需要多

照幾張照片。因為，醫師要確認有足夠的照片含蓋所有的乳房組織。同樣的，在臨床乳房檢查中，乳房較小的，醫師比較容易發現腫塊。

這也是為什麼對乳房較大的婦女，每年做乳房攝影是很重要的。因它可以找到醫師臨床檢查觸摸不到的不正常腫塊。 

 

塊狀乳房〔Lumpy Breast〕 

有些婦女的胸部有較多像米粒一樣的塊狀 (lumps)。有些人認為這些塊狀，會增加得乳癌的風險。Bevers 醫師指出，這是錯誤的說法。

塊狀乳房，是乳房內纖維囊性改變 fibrocystic changes) 的結果，這些塊狀，有時候是婦女乳房組織正常的一部分。只是它們屬於不

平滑的部分，它們不會增加婦女患得乳癌的機率。另外，有些婦女擔心，這些塊狀使她們不容易發現不正常腫塊。Bevers 醫師認為這

是錯誤的，因為婦女仍可感覺出不正常的狀況。這就好像把塊狀乳房想像成一袋豆子，當您放進一個石頭在這袋豆子粒，您一定能感覺

到，這塊石頭與其他豆子非常不一樣。因此，您一定可以感覺得不正常的腫塊。因它與正常的腫塊是不一樣的。 

當您做乳房攝影時，很重要的是，把過去的乳房攝影結果或照片告訴您的醫師。因為，醫師可以與過去的片子比較。如此，比較容易偵

測任何不正常的變化。 

 

乳房植入物〔Breast Implants〕 

有乳房植入物的婦女仍會得乳癌，因為她們仍有乳房組織。因此，這些婦女每年仍然要做乳房攝影乳房攝影和臨床乳房檢查。乳房植入

物可能導致在做乳房攝影時，比較不容易看見乳房組織。因此，照像師可能會多照幾張片子。尤其是從側邊上照像，為了要清楚看見乳

房組織。 

 

最後，Bevers 醫師說：不管您乳房的大小，有無纖維囊腫，或植入物，自我認知〔Selff-awarness〕是很重要。平常多注意您的乳房

的形狀和觸摸感覺的改變，如此可以馬上注意到不正常的訊號。 

 

本刊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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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 Bevers, M.D., is medical director of MD Anderson’s Cancer Prevention Center. Did you know you can get your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exams along with a personalized prevention plan at MD Anderson’s Cancer Prevention Center?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today by calling 713-745-8040. 
 

 

                         亞裔乳癌防治宣導計畫  ---The Asian Breast Cancer Project (ABC)  

                                          www.facebook.com/AsianBreastCancerProject 

                                 电话 617-870-4056 邮件 abch2h@gmail.com. 
 

亞裔乳癌防治宣導計畫是以同儕領導為主，針對乳房健康與乳癌防治、篩檢與治療，提供一全面性、以社區為單位的乳癌防治教育宣

導，服務對象則是包含麻州大波士頓地區的亞裔婦女。 

亞裔婦女的乳癌問題，在近幾年來迅速發展成為一個亟需關切的重要議題。從1988到2005年間，每年亞裔婦女在侵入性乳癌發生率的增

加約1.2%，而且數據從未下降過。癌症是造成亞裔美籍婦女死亡的首因，其中又以乳癌為主。雖然死亡率在其他種族族群中均已下降，

唯獨在亞裔婦女群中卻依然上升。乳癌在亞裔婦女的發生率和死亡率的增加，打破一般人認為乳癌對亞裔婦女的影響偏低的迷思。 

自成立以來，亞裔乳癌防治宣導計畫持續克服醫療資源的缺乏，以及財務、語言與文化上的障礙，並且努力整合以三大主題為軸，社

區單位為基礎的全面性乳癌教育計畫。三大主題分別為：1.病友支持網絡與同儕領導發展、2文化本位的訓練課程、3乳房健康/乳癌防

治的同儕教育。以這三大主軸為立基點的基層深根策略，將利用以實證為依據的介入措施，凝聚亞裔病友、醫療機構與社區間的力量，

建立彼此間的合作關係。計劃負責人黃千姬表示﹐她也是倖存者﹐所以希望為幫助提高亞裔婦女對乳癌的認識貢獻力量。她表示亞裔婦

女近年來患病的年齡有下降的趨勢﹐有不少 30 至 40 歲之間的婦女患乳癌。在美國﹐亞太裔婦女患癌症最多的是乳腺癌﹐她們因癌症而

死亡的增長率高於美國任何其他族裔﹐但對進行乳腺癌檢查的比例卻非常低。  

她建議婦女們一定要關注自己的身體﹐每月在生理週期完後的一週至十天內進行自我檢查。平躺時用中間三指併攏從上至下按壓乳房及

周圍包括腋下﹐觀察是否有異常及不適。她表示 ABC 提供免費的家庭探訪﹐如果申請人在一年內未曾做過乳房 X光檢查﹐40 歲以上﹐

ABC 將可到府上探訪﹐做問卷調查﹐提供資訊﹐並贈送 10 元超市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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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切期待:“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学术年会 

 
牛江河  博士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ACMES）将在11月3日在座落在查尔斯河畔的Hyatt Regency Cambridge 举办为时一天的学术年会。白天的学术

会议分两个会场同时进行，分别以“全科医学”及“整合医学”的最新进展为主题，涉及心血管疾患，代谢病，肿瘤，自闭症，胃肠紊

乱，男性及女性健康，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慢性疲劳，眼科疾患，疼痛治疗，抑郁症，医学诉讼，财务管理，残疾人福利，中美交流

及医疗改革等各个层面，将有总计20余名专家精彩讲演；晚上的宴会将设在顶层16楼的Charles View Ballroom举行，除了美酒佳肴，

您将会听到Ironwood药物公司的副总裁 Douglas Levine的主题讲演“胃肠紊乱综合征（IBS）的新世纪”，该公司研发的治疗胃肠

紊乱的新药最近获FAD批准。您将欣赏由“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创立的“易筋太极功”，并观赏中国功夫，男女高音，古筝及交际舞。 

合着优美的音乐，请加入我们，一起来练易筋太极功，一起来跳华尔兹，融东西方文化，取中西医精粹，共同提高我们的健康水平，重

视亚健康状态，将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这也是这一盛会的主题。 

 

对临床医师、治疗师、研究人员、心理学及教育工作者、患者以及感兴趣的朋友来说，这将是一个美好而珍贵的学习、交流机会。 

 

关心癌症进展及治疗的医师及病患请关注上午的癌症专场，您会听到哈佛医学院以色列医院的癌症专家Elizabeth Buchbinder，Hao 

Wang 及放疗专家Anand Mahadevan的精彩讲演及研讨。 

 

关心自闭症的专业人员及家长不要误了上午同时进行的自闭症专场，著名的自闭症专家Martha Herbert及William Shaw将亲临讲授

自闭症的最新发现，Berg药物公司的总裁Shen Luan博士将和您分享他们公司对于自闭症特异性指标的突破性进展及临床意义，而来

自NorthShore医学中心的小儿精神科医生将讲授自闭症的用药指南。 

 

对于做家庭医生及基础医疗的人士，您决不想错过布莱根医院内分泌科Margo Hudson的糖尿病讲座，Jingtai Cao 主任的“眼科新进

展”，Wenliang Chen医师外科微创手术的进展，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呼吸学教授NanciYuan关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麻省总院疼

痛专家毛剑人关于疼痛及Narcotics使用的临床原则，哈佛妇产科教授李小玉关于更年期的激素替代问题，哈佛大学布莱根医院的闽乐

医师对于睾丸酮及老年男性的讲演，David M. Gould 律师的关于医学诉讼讲座等等。 

 

对于从事整合研究及有兴趣的人士，下午的整合医学讲座将带给您耳目一新的经历，包括麻省总院的AlbertYueng精神科教授及医师关

于气功与抑郁症的研究，麻省总院疼痛科专家林旭教授的针灸镇痛研究，ACMES自然医学部主任刘京执照中医师，将讲授中医治疗慢

性疲劳，麻省中医协会会长张群豪将与大家分享他中医治疗癌症的经验，家庭医师黄明达将讲演中医学与哲学。Daniel T.S. 

Heffernan 律师将分享他对于残疾儿童的有关法律问题及社会福利，Jeff Hatchman 将分享他对于医师的财务管理的独到见解。 

 

充分的互动、交流机会：演讲间穿插有座谈会，可以提问和讨论，午餐和晚餐也是相互磋商、沟通的好时机。 

 

时间：2012年11月3日上午9时至晚10时  

地点：Hyatt Regency Cambridge, 575 Memorial Drive, Cambridge, MA, Parking $6  

问询：info@acmes.net 

注册：  $20, 含中餐，$50, 含中餐和晚餐，至 10 月 20 日，之后的价格加 50%。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尽早报名 ：

http://acmes2012.eventbrite.com/  

 

自闭症家庭治疗系列培训班首届圆满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在其自然医学部主任刘京医师诊所举办了第一届针对自闭症家长的家庭治疗培训班，有 6 个自

闭症家庭参加，历时 3小时，气氛极为热烈。刘京医师为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执照针灸师及中医师，并多年在麻省总院从事针灸与大

脑功能的研究，具有丰富的治疗自闭症及其他神经病患的临床经验，他在讲课中强调，自闭症是一种慢性疾患，自闭症患者需要长期的

家庭治疗及自我治疗，大量研究证明，自然医学及替代医学疗法对于自闭症的症状改善具有独特的作用。有些方法可以由家长接受训练

后操作，坚持每天治疗可以增进疗效。这个系列讲座培训班将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从不同方面培训家长，而刘京医师作为这一培训系列

的第一位讲员。刘京医师在讲解了针灸对于大脑功能的作用机理，介绍了对于自闭症有效的几种中草药及营养保健品及其服用方法。然

后当众演示传授指压及按摩的手法，分别在两名自闭症儿童及家长现场演示，刘大夫还向家长们介绍了特定穴位电刺激的使用方法，学

习班生动而使用，深受家长好评，纷纷表示期待下一届。 

 

美国药物安全管理及申报系统讲座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会长孔学君医师应美中药学会邀请，为他们来自武汉的药检局官员授课，从一名临床医师的角度讲解了美国的药物上

市后面临的一系列市场后监控措施，不良反应的申报机制，并以她所工作的哈佛医学院附院以色列医院为例，讲解了对于各种不良药物

反应及医疗差错的分类及应对步骤。孔医师连续三年应邀为药学会的针对国内药检官员的培训班授课，受到学员高度评价，她的另一节

课是关于美国医师“标签”外处方(off label treatment)，也是学员兴致很高的一节课。 

本刊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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