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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或实现“临床治愈”
付东红
目前我国有近 8000 万乙型肝炎病毒 （HBV） 慢性感
染 者 ， 近 2000 万 为 慢 性 乙 肝 患 者 ， 治 疗 人 群 超 过 200
万。为了减少停药带来的疾病复发和反弹，各国和地区
的慢乙肝防治指南多强调对慢性乙肝患者长期用药。据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原生物学系主任鲁凤民教授介绍，实
际上，有一部分患者 （约 20%） 停药后并不会反弹。基
于血清 HBV RNA 持续消失为实验室诊断指标的“准临
床治愈”概念如果能经多中心的大队列验证，未来可用
于鉴别这些可以安全停药的患者。
在日前召开的 2016 年亚太肝病研究学会第六届乙肝
专题会议上，鲁凤民报告了他们与厦门大学等单位的合
作研究成果，并提出慢性乙型肝炎“安全停药”和“准
临床治愈”新观点。该研究 2016 年相继刊发在欧洲肝病
学会会刊 《肝脏学杂志》。在过去的两年时间中，鲁凤民
实验室通过一系列研究，阐明了慢乙肝停药后复发、乙
肝病毒复制模板等相关性研究。
据介绍，未来在国家“十三五”专项支持下，鲁凤
民 课 题 组 将 对 血 清 HBV RNA 的 临 床 意 义 进 行 系 统 研
究，以验证该“准临床治愈”和基于此的安全停药的可
行性，并推出中国慢乙肝临床治愈线路图。

吟诗可怡情
读书能养生
珏

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播出后，让
人们更加认识到读书的真谛。在诗词大会上，河北农村
妇女白茹云，家境贫寒、身患肿瘤的白茹云，克服重重
困难，将诗词融入生活，活出了生活的诗意，也传达出
了诗词之大美。
白茹云罹患淋巴癌，诗词伴着她经历过生死。她在
住院期间，坚持阅读古诗词，并从诗词中汲取了巨大的
人生力量，她不自卑、不抱怨，积极向上，她还鼓励病
友“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在现场
淡定从容的表现，感动了场上的每一个人，也感动了场
下无数的电视观众。
从医学角度来看，读书是治病养生的良药。人的健康
包括两方面，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影
响。而读书，于心健和身健均有裨益。
《本草纲目养生智
慧》一书中说，一个人的健康长寿由 4 方面因素决定：一是
父母遗传；二是环境因素；三是医疗条件；四是生活方式。
而读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得主、
美国的穆拉德博士在《神奇的一氧化氮》一书中，阐述了中
国广西巴马、意大利凯姆波蒂迈勒等世界五大长寿村的
人，共同点是都具有平和的心态，乐观的生活态度。充满
爱心，遇事不往心里去。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加重，人
们除了追求必需的生活品外，更重视休闲养生来释放压
力。休闲养生有众多途径，读书就是休闲养生的好方式
之一。在浮躁的世界里，要让生活“慢”下来，营造出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读书：高尚的“生活经”
读书是一种高尚的生活方法，也是一种有利于健康
长寿的生活方式。实践证明，读书与养生的关系极其密
切。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香味，如花香、书香、饭香、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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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墨香等，但是可以说，只有书香的影响最深远，收
益最实在，享用之后也让人最感快乐。经常受到书香的
熏陶，不仅能使人们的头脑变得聪明睿智，而且能使人
们的体魄变得更加健壮，有利于健康长寿。古今中外的
名人，像孔子、陆游、巴甫洛夫、萧伯纳、马寅初、巴
金、冰心、杨绛等，他们不仅把读书当作获得知识的手
段，而且还把读书当作养生保健的方法之一，从而获益
良多。
宋代诗人陆游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尚能活到 85 岁，
这与他平时爱读书和注意养生有很大关系。他曾在诗中
多次提到读书的体会，如“读书有味身忘老”
“ 病须书卷作
良医”等。读书是健康的良药，文字好像语言一样，能够调
节情感、平衡心理、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提高人的思想境
界，开阔人的视野。书籍给人们描绘了自然界和文化生活
中的千姿百态，指导人们如何与大自然做斗争，如何适应
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指导人们如何度过各种难关、痛苦
和悲哀，让枯燥乏味的岁月化为令人愉快的时光，将无限
美好的信念注入人们的脑海，从而使人们入神忘情，精神
得到进一步升华。清代教育家颜元曾说：
“ 余生无过人之
处，只好读书。忧愁非读书不释，忿怒非读书不解，精神非
读书不振。”可见，读书能排解忧愁烦恼的情绪，给人一种
美好的心情，读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强的书，好像和良
师益友在交谈，心中非常愉快。
有些人平时容易出现无聊、孤独、郁闷、悲观、失望的
情绪，影响心理健康。而读书有较强的解忧和宣泄效果，
能够调整人的心理状态，使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书上，身心
就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切忧愁、烦恼和不愉快的情绪，
顿时烟消云散，于是便增进了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读书：长寿的“滋补品”
人到老年，体力下降，脑力衰退，疾病增多，这是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常见疾病大多
与心理因素有关，许多疾病可通过心理
治疗不药自愈或早愈，许多疾病又会在
心理状况不佳时，乘虚而入或进一步恶
化。读书主要用于情志方面疾病的治
疗。生活中有一种不用找医生开药方的
药，那就是读书。
古今中外，文人与学者长寿者甚
多，这与他们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读
书、写作密切相关。古往今来，世界各
地，无不是用吟诗来净化人们的心灵，

谁也改变不了的生命规律。大脑是身体里的“司令部”，
人老先从大脑开始，要想使大脑衰老减慢，有效的方法
就是让它经常接受外界的良性刺激，尤其是知识方面的
信息刺激。书中的各种知识能够有效地刺激大脑，使大
脑的功能增强。读一会儿书，就好像给大脑食用了一些
滋补品，于是，它的营养状况得到改善，思维能力和判
断能力明显提高。
此外，书籍都是用文字排列而成的，不管是汉字还
是外文，都有一定的节律性，结构严密，在读这些文章
的时候，通过眼睛的视神经传入大脑的视觉中枢，能使
全身细胞产生共振现象，从而使人体的生命节律更加整
齐、生物潜能进一步发挥，生理机能处于最佳状态，生
命力更加旺盛。大脑皮质在接触图书信息的过程中，要
不断进行脑力思考，使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过程相互交
替，好像给大脑进行体操训练，并在操练过程中提高工
作能力，从而加速神经反射，激发细胞活力，防止脑细
胞衰老和死亡，大脑衰老减慢了，人的寿命便能延长。

读书：人生的“指南针”
有些人精神空虚，甚至觉得活在世上没有多大意
思。而书籍是生命的激活剂与指南针，能有效地鼓励人
们珍惜人生，热爱生活，焕发青春活力，在美妙的自然
界更坚强地生活下去。古语云：“字里乾坤大，书中日月
长”。唯有经常读书的人，才能享受人生丰富多彩的生
活。至于书中的那些科技新进展，衣食住行用的新知
识，养生保健的宝贵经验，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读后
更会让人直接受益。许多爱读书的老年人，借助书上介
绍的经验，坚持科学养生，防治疾病，八九十岁仍然生
机勃勃，兴趣广泛，照常在所喜欢的领域里发挥着余
热，从而得到了健康长寿，这不能不说是读书的魅力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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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辅助心理治疗
用读书来陶冶人们的情操。通过读书、
吟诗的内化和整合，让人们消除不良情
绪，清理心理障碍，最后达到修身养
性、愉悦益智的功效。“书卷多情似故
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不仅可以
给人智慧，给人乐趣，也给人的身心带
来健康和快乐。

事实上，读书确有“防病”和“治
病”的奇效。读书最能医治人的心理疾
患，而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也常常把读
书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读书能帮
助患者消除恐惧、羞愧和自责心理，提
高患者的生活兴趣，强化其在社会活动
中的正常行为，抑制其不适应的行为模
式；读书更能帮助患者把压抑的心理矛
盾释放出来，转移病灶，达到心身松弛
的目的；读书还可以延缓衰老，预防或
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长歪的智齿尽早拔
聂小汉
对于智齿是“留”还是“拔”，大部分人很纠结。有的人
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智齿拔除会影响人的智力发育；还
有的人说智齿也是一颗好牙，不疼不肿为啥要拔？一些想
法导致很多人发现智齿，也不愿意拔除。
实际上，智齿的去留应根据专业口腔医生的诊断结果
来确定。针对长歪的智齿，医生一般都建议尽快拔除，因
为智齿长歪会导致食物嵌塞、智齿冠周反复红肿发炎、邻
牙龋坏松动，甚至会导致牙列拥挤不齐。长歪的智齿就好
比口腔内藏着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但可
以肯定的是，总有一天这个炸弹会爆炸。拔牙后的疼痛感
因人而异。每个人身体抵抗力不同，术后反应也不同，一
般可以通过口服消炎镇痛药物控制，没必要过分紧张。
很多人抗拒拔除阻生智齿，除了怕术后疼痛外，就
是因为拔牙需要切开牙龈，感觉动“刀”很恐怖，其实
没必要过分紧张。长歪的智齿由于生长空间有限，很多
时候是埋藏在牙龈或者牙槽骨下面，切开、翻瓣是为了
更好地暴露术区，方便医生拔除阻生智齿。这个过程在
局麻下是基本没有疼痛的，而且术后会缝合，不会影响
愈合时间，牙龈愈合也不会留疤痕。
尽管智齿麻烦多多，但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患者。
会听从医生的建议尽快拔除。他们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如果我好好刷牙，清除食物残渣，日后是不是就不会出
现问题？那就不用承受拔牙的痛苦？这种想法是错误
的，长歪的智齿很难清洁到位，还会出现红肿、疼痛等
问题。另外，对有些智齿医生会建议保留。比如，智齿
正位生长，具有正常咬合功能，或智齿可作为镶牙时的
基牙使用。完全埋藏于颌骨内部且目前无临床症状，拔
除反而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智齿，医生也可能建议观察
随诊，一旦发生疼痛、反复发炎等临床症状，还是会建
议拔除。

萝卜子为何不宜与人参共用？
王红蕊

连花清瘟列入禽流感诊疗方案
本报电 （孙换珍） 近日，湖南、河南等部分省份发现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为有效防控，保护人民群
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卫计委组织专家制定了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诊疗方案 （2017 年第 1 版）》，中药连花清瘟
胶囊列入诊疗方案当中。
连花清瘟胶囊是我国治疗感冒和流感的创新中药，围
绕连花清瘟胶囊的抗病毒作用，国内一批科研院所进行了
大量科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连花清瘟胶囊具有良好的
广谱抗病毒作用。且与西药达菲无差异，退热及缓解咳
嗽、头痛、乏力、肌肉酸痛等流感症状优于达菲。该药曾
获得 2011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菩提医疗开启医养结合新模式
本报电（王艳）菩提医疗健康产业集团近日与南京小行
医院签订共建医养结合基地的框架协议，双方将合力探索医
养结合创新模式，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医养结合项目基地。
据介绍，此次合作将有利于促进南京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推动医养服务发展，为解决中国老龄化人口结构中养老
与医疗服务相结合的健康服务生态圈积累重要的探索经验。

生物药品在华递交临床试验申请
本报电 （鲍慧） 全球知名医药企业赛诺菲与生物制剂
研发和生产企业喜康生物，日前在武汉启动战略联盟伙伴
关系，双方合作的首款生物药在中国递交临床试验申请。
据介绍，双方在中国开展了紧密合作和研发，并于 2 月
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递交了利妥昔单抗生物类似
物 （JHL1101），用于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的临床试验申请。
作为双方合作的第一个生物药产品，JHL1101 于 2016 年 2 月
在欧洲 （英国） 获得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核准。此次向中国
递交临床试验申请，希望将符合全球高质量标准的产品尽
早引入中国，以满足更多中国患者的治疗需求。

莱菔子，俗称萝卜子，为十字花科植物萝卜的成
熟种子。民谚有“十月萝卜小人参”的说法，吃萝卜
好处多多，殊不知萝卜子也是一味良药。
中医认为，莱菔子味辛、甘，性平，归脾、胃、
肺经。可消食除胀，降气化痰。古时医家称“莱菔子
治痰，有推墙倒壁之功”。《内经》 云：“痰饮，聚于
胃，关于肺。”脾胃之纳、运、升、降失常，饮食湿
浊聚于胃而成痰。而肺之痰，每由肺脏受邪，清肃失
司所致。用莱菔子消食化痰、下气定喘，使仓禀无浊
聚，求其本也。用莱菔子，有痰则断其源；无痰则调
节脾胃之气机，升降有度，邪自难存。
著名中药方剂《三子养亲汤》中紫苏子、白芥子、莱
菔子为主药。
“ 三子”均系行气消痰之品，根据“以消为
补”的原则，合而为用，各逞其长，可使痰消气顺，喘嗽
自平。常用的消食中药方剂《保和丸》中也有莱菔子，
与山楂、神曲、陈皮同用消食，导滞，和胃。用于食积停
滞，脘腹胀满，嗳腐吞酸，不欲饮食。
莱菔子辛散耗气，故不宜与人参同用。人参主要
有补气、生津、安神等功效。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说的就是清代名医叶天士巧用莱菔子破人参补益之
气，救人性命的奇迹。
相传清朝年间，苏州杨姓富家公子年三十余，仍
沉溺于声色犬马，不务正业。一次，这个杨公子花天
酒地又偷花了家里一千两银子，被父亲发觉后挨了一
顿责骂。他原本身体虚弱，精神受了刺激竟病倒了，
后来更神志昏迷，卧床不起。其父请来医生，认为是
纯虚之证，只有大补一法，每日用人参三钱。谁知越
补病越重，最后竟不省人事，皮下还大大小小地生了
上千个痰核。家里人都以为他不行了，哭哭啼啼地准
备后事。这时，一位邻居对其父说：“叶天士是当今
名医，何不请他来看看，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其父

一听，立即派人去请。叶天士诊视后说道：“你们准
备后事是不是以为他无救了？你们拿来大板，重打他
几十下，他都死不了。”其父一听叶天士出言不逊，
不悦地说：“我这儿自得病后，光吃人参就花了一千
两银子。你要是能治好他的病，我就再拿一千两银子
谢酬。”叶天士摇摇头说道：“我自从行医以来，还没
收受过这么丰厚的诊金，咱们还是先治病要紧。”说
罢，便开了一张方子，上面都是些清火之类的普通
药。然后，又留下些自带的药末，叫病人一起服用。
病人服药后，三天能讲话，五天便坐了起来，一
个月行动自如。杨家花园牡丹盛开，杨父请叶天士赏
花，庆贺公子康复。叶天士几杯酒下肚后，对杨父说
道：“令郎服了一千两银子的人参差点送命，吃了我
带的那种药末转危为安，少说也得把药的本钱还给我
吧。”其父连忙点头称是，说道：“那天一时疏忽，未
能付给药金，这当然是少不了的，还请先生说个数
目。”叶天士回答：“增病人参，价值千两，去病药
末，自当倍之——不多不少，二千两！”其父一听，
面露难色。在座诸人，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叶天士
放声大笑说道：“不要害怕！我以实相告之吧——那
药末是我花八文钱买来的萝卜子研成的。”大家这才
知道叶天士是开玩笑，便一齐大笑起来。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年后饮食应戒油糖
曹淑芬
人们在过年大鱼大肉之后，饮食需改换蔬果口味，
在外饮食要注意羹汤类通常含有高糖高油，需避免食用。
第一，食用“高钾”蔬果以消肿。年节期间吃太咸
易导致血压变高、增加水肿风险，建议多吃高钾蔬果帮
助身体消肿，而大部分蔬果都含有钾离子，适量的钾摄
取也具有利尿作用，帮助钠离子排出。
过年期间胖了几公斤的人，显然是零嘴、甜食、含
糖饮料吃多了，年后务必忌口，并恢复正常食量，烹调
以低油蒸煮为主。
第二，增加运动量。过年期间宅在家里、运动量骤减
的人要注意，年后每周至少要运动 3 次以上，每次 30 分钟，
以促进心肺功能、增加体内肌肉量，并降低体内脂肪量。
第三，剩菜储存也要当心。存放于冰箱冷藏库的食
材需置于 7℃以下、冷冻库-18℃的环境中，且冰箱食材
存放量勿超过储存空间的七成，才能确保冷藏温度。
若有未吃完的零食，也要酌量食用。若是坚果类食物
由于油脂偏多，摄取后当天的饮食烹调要更注意油量，一
定要很节制。
第四，过年相聚可能会熬夜导致睡眠不足，年后可食
用助眠食物帮助睡眠，色胺酸是脑中血清素的前驱物，可
使人放松、帮助睡眠、舒缓神经，可补充富含色胺酸的食
物，如：全麦制品、黄豆制品、香蕉、奶类、坚果类。
许多人年后也会出现“不想上班”的情绪，可以补充维
生素 C 丰富的水果，像：番石榴、柑橘、奇异果来调解心情，
低脂奶类也可以一天摄取 1 至 2 杯，或饮用不含咖啡因的
花草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