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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底到今年初，各家医院感冒门诊人满为
患，同事、同学间甚至送小朋友去幼儿园的家长之间，
见面都在互相问候：“没有感冒吧！”……显示出这一波
流行性感冒的威力绝对不一般。据国家流感中心网站近
日公布的流感监测结果显示，全国自 2017 年 12 月以
来，感冒流行强度不断增强，流感样病例呈现出乙型流
感病毒、甲型 H1N1流感病毒和 H3N2亚型流感病毒共
同流行趋势，其中乙型流感病毒所占比例最高，也就是
说，2018年伊始，乙型流感成为了此轮流感的主角。

据流感监测显示，近期全国报告的流感暴发疫情起
数显著高于往年同期。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
制所所长王全意表示，今年流感并非大流行。目前各型
别流感均未出现明显的变异，不具备出现大流感大流行
的生物学基础。预计多数地区随着学校和托幼机构放
假，季节性高峰将出现回落。

乙型流感 一家独大

流感病毒是一种可导致人类或动物患流行性感冒的
病毒，分为甲、乙、丙3种类型。其中，甲型病毒最易
发生变异，常引起流行，乙型病毒则变型缓慢，流行比
较局限，丙型病毒很少变异，多呈散发状。

据国家流感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初的流感流行株
为乙型流感 HA1-YAMAGATA，大部分患者表现为持
续高热，一般体温多超过 38.5摄氏度，持续时间超过 3
至5天。

往年感冒都是甲型流感走在前列，那是因为甲流家
族庞大，分为许多亚型，而且可以在人和多种动物中传
播。最令人头痛的是，当各种不同亚型的甲流病毒相遇
时，基因间就会相互重组，由此导致病毒发生变异，当
病毒发生较大的变异后，就会导致流感大暴发。

而乙型流感病毒家族亚型较少，又仅在人与人之间
流行，因此，变异速度只有甲流的10%至20%，且很少
造成较大的流行。然而，风水轮流转，从 2017 年底开
始，一向低调的乙型流感一改往日“温吞”的性情，以
夸张的强势姿态，席卷我国多个地区。

有关专家表示，流感也是有致命性的，特别是对孕
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但不能与SARS相提并论。乙
型流感虽然没甲型流感变异快，但对危重病人的威胁与
甲型差不多，甚至更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京杭
说，谈到传染性，流感确实比较强，人与人之间传播也
很常见。

“病毒复制导致细胞损伤是流感发病的主要机制。”
徐京杭解释说，流感病毒经呼吸道侵入粘膜上皮细胞，
在上皮细胞内复制增殖并损害呼吸道，可以累及咽喉
部、气管、支气管、直至肺泡。因此，此次流感的特点
是起病急，畏寒、发热，体温在数小时至 24 小时内升
至高峰，达到 39至 40摄氏度甚至更高，伴头痛、全身
酸痛、乏力、食欲减退；呼吸道症状较轻，咽干喉痛，
干咳，偶有腹泻；颜面潮红，眼结膜外眦充血，咽部充
血，软腭上有滤泡。“今年的乙流，人群普遍易感，且
小年龄组的孩子首当其中。”他说。

冬季干冷 注意保暖

流感都来了一个多月了，一直盼着的雪却屡屡爽约，
尤其是北京的初雪越来越晚，“拖延症”越来越严重。

1 月 4 日，全国经历了一场今冬以来强度最强、范围
最大的降雪天气，降雪范围已超过400万平方公里，覆盖
了23个省（区市），部分省份出现了大暴雪或特大暴雪天
气。然而，北京却侧身躲开了这场雪。此次肆无忌惮的
流感和连续几个月干燥寒冷的空气究竟有多大关系？降
雪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流感病毒的传播呢？

其实，两者之间还真有关系。因为流感是病毒引起
的，而病毒则是通过附着在空气中的粉尘等颗粒物进行
传播，然后进入人体呼吸道。在干燥的冬季里，这些粉
尘等颗粒物就变得比较活跃，为病毒传播提供了加速
度，那些免疫力低下的小孩和老人就难免中招。下雪
时，飘落的雪花吸附了空气中的粉尘等颗粒物，空气中
湿度加大，病毒的传播力度自然就会有所减弱。

专家表示，流感病毒对干燥及寒冷有相当的耐受力，

能在零下 20 摄氏度长期存活，但却对高温抵抗力弱，加
热至 56摄氏度数分钟，100摄氏度 3分钟，病毒即丧失活
性；它们对紫外线照射、乙醚、氯仿等消毒剂也颇为敏
感。“因此，天气寒冷的冬季容易使感冒流行。”

虽然降雪对抑制流感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于预防感
冒而言，降雪又具有两面性。因为降雪会带来降温，如
果不注意保暖，也很容易感冒。所以，注意保暖尤其是
呼吸道的保暖很重要，而长期待在室内的人则要注意通
风。

接种疫苗 仍是关键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流感高
发，不少家长临时才想起给孩子接种疫苗。“疫苗接种
后产生抗体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每年流感疫苗接种工
作都是在流行高峰到来前开始的。”北京市疾控中心免
疫预防所所长吴疆说，接种后大约两周即可产生抗体。
很多人在流感流行时，看到身边不少人得了流感才想起
接种疫苗，往往已经错过最佳时机。

但也有很多人反映，明明接种了流感疫苗，为啥还
是被感冒撂倒了？对此，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副主
任医师李侗曾指出，这是因为流感病毒变异太快造成
的。“流感疫苗的有效时间大多仅能维持一年左右，就
算接种了，也要半个月后才能在体内产生抗体。所以最
好早接种、每年接种。”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也
表示，尽管流感疫苗并不能百分百避免流感，但它依然
是对抗流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为减少聚集性疫情，北京市疾控中心建议中小学校
及托幼机构，严格坚持晨午检制度和因病缺勤监测，及
时发现发热病例并进行隔离、治疗。徐京杭也建议家长
尽量避免孩子接触有流感样症状的患者，不得不接触时
必须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当孩子出现流感症状
时，要充分休息，饮食宜清淡并易于消化；密切关注孩
子病情变化，若出现持续高热或咳嗽等症状，应及时就
医，同时避免带病上学、入园或上课外班，痊愈前不要
去学校或学习场所，以免对周围健康人群造成影响。

随着冬至的到来，一年中最冷的日
子就这样悄悄走近，有许多人又犯了
愁。因为冬季气温低，一些人手上脚上
耳廓上会长冻疮，冻疮痛痒难忍。有冻
疮的人会发现，自己出现冻疮的地方每
一年都会出现。寒冷是冻疮发病的主要
原因。其发病原因是皮肤在遇到寒冷、
潮湿或冷暖急变时，局部小动脉发生收
缩，久之动脉血管麻痹而扩张，静脉淤
血，局部血液循环不良。此外，患者自
身的皮肤湿度、末梢微血管畸形、自主
性神经功能紊乱、营养不良、内分泌障
碍等因素也可能参与发病。

冻疮好发于妇女、儿童和末梢血液
循环不良者，这些患者常伴有肢体末端
皮肤发凉、肢端发绀、多汗等表现。皮
损好发于手指、手背、面部、耳廓、足
趾、足缘、足跟等处，常两侧分布。常
见损害为局限性淤血性暗紫红色隆起的

水肿性红斑，境界不清，表面紧张有光
泽，质柔软。患处皮肤先呈苍白，渐见
青紫而显红斑片状，局部按压可褪色，
去压后红色逐渐恢复。严重者可发生水
疱，破裂形成糜烂或溃疡，愈后存留色
素沉着或萎缩性瘢痕。自觉烧灼痒痛，
甚则局部搔痒麻木，遇热后加剧。

《丹溪心法》 中把此病称为“冻风，
冻瘃”。《外科正宗》 记载：“手足破裂，
乃干枯之象，气血不能荣养故也。此因
热体骤被风寒所逼，凝滞血脉，以致皮
肤渐枯渐槁，乃生破裂”。中医认为，冻
疮患者多为阳气不足，外感寒湿之邪，
寒冷伤及肌肤皮肉，气血凝滞不能运达
而发。寒性收引，其人腠理则形寒肢
冷，皮色苍白；寒性凝滞，气血淤滞则
继而出现皮色红肿紫暗；气血淤滞，不
能荣于肌肤则痛、痒、麻木相兼，甚则
全无感觉；舌淡苔白、脉弦细为寒邪入

侵之象。寒凝血淤证，治宜温阳散寒、
调和营卫，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味。方中
当归甘温，养血和血；桂枝辛温，温经
散寒，温通血脉，为君药。细辛温经散
寒，助桂枝温通血脉；白芍养血和营，
助当归补益营血，共为臣药。通草通经
脉，以畅血行；大枣、甘草，益气健脾
养血，共为佐药。重用大枣，既合归、
芍以补营血，又防桂枝、细辛燥烈大
过，伤及阴血。甘草兼调药性而为使药。

中医除了内调治疗冻疮外，还有一
些经验方外用，如三油合剂，用蛋黄
油、大枫子油、甘草油等量煎油外用。
玉肌散，用绿豆、滑石、白芷、白附
子，共为细末，汤调洗搽患处等。

冻疮一般都出现在寒冷的冬天，我
们在没有出现冻疮的时候也是可以进行
一些预防的。如平时可以喝些姜枣茶。
用大红枣 5 粒左右、桂圆 5 粒、姜半块、

枸杞 1 小撮、红糖适量煎煮后即可饮
用。姜枣茶，具有温中散寒、止呕、回
阳通脉、补血正气、活血祛淤的作用。
做好防寒的工作也很重要，出门的时候
要戴好手套、穿保暖一些的鞋子，鞋袜
不宜过紧并保持干燥。冬季加强锻炼，
提高身体素质，也是预防冻疮的有效办
法。
（作者系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最新中国全人群1型糖尿病研究显示，中国仍然是全球
1型糖尿病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过去 20年间，15岁
以下儿童发病率增加近4倍，且新诊断的成年1型糖尿病发
病人数也不可小觑。在近日举行的1型糖尿病防治知识研讨
会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朱大龙表
示，1型糖尿病多发于儿童青少年，但亦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段，需终身依赖胰岛素治疗。

朱大龙说，该研究是全球首个国家层面的全年龄段1型
糖尿病发病特点和规律的研究。《英国医学杂志》网站和美
国科学促进协会网站1月4日同期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上世纪90年代研究提示，中国是全球儿童糖尿病发病
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 0.6/10 万。此后，全球多国研究
提示，儿童青少年1型糖尿病发病率持续上升，但缺乏成人
发病情况数据。

研究显示，中国全年龄段1型糖尿病发病率为1.01/10万
人，其中0岁至14岁儿童发病率为1.93/10万，15岁至29岁人
群发病率为 1.28/10 万，30 岁及以上人群发病率为 0.69/10
万。中国每年有 1.3 万例新发 1 型糖尿病，其中超过 9000 例
在 15岁以上的人群中。大部分新发 1型糖尿病是在成年时
期诊断出来的。0岁至14岁儿童青少年1型糖尿病发病率与
纬度显著相关，中国北方比南方发病率高，但在15岁以上人
群发病率与纬度变化无关。这可能与基因、环境因素有关。

朱大龙强调，1型糖尿病诊疗重在管理，从诊断、监测、治
疗、患者教育到患者自我管理，如果能环环相扣，可以让病人
生存30年至50年或更长时间。该研究更新了全球糖尿病地
图中的中国儿童 1型糖尿病发病率，也填补了成人 1型糖尿
病发病率的空白。研究样本量为1.33亿人，调查范围约占中
国总人口数的10%，包括6%的15岁以下儿童青少年。

研究认为，中国1型糖尿病增速快，亟待加强该领域的
研究。在关注儿童青少年1型糖尿病的同时，成人1型糖尿
病也不容忽视。

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全国职业病报告》 显示，尘肺
病位列我国职业病之首，被称为职业病的“头号杀手”。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有750万尘肺病患者，鉴于中
国尘肺病患者众多，但国内外尚无一种经批准上市的、延
缓和阻断尘肺病进展的有效治疗药物，因此，迫切需要寻
找高效、低毒、使用方便的治疗尘肺病药物。

在近日举行的伯克生物抗尘肺1.1类新药启动Ⅱ期临床
试验发布会上，江苏伯克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王飞博士表示，公司生产的盐
酸替洛肟，是在筛选的1000多种化合物和中草药中，发现
对实验性矽肺具有明显疗效的一种药物，且副作用小。该
药主要用于矽肺、煤工尘肺等疾病，盐酸替洛肟是目前国
家唯一的针对尘肺病 （肺纤维化） 在研的1.1类新药。目前
该药已进入Ⅱ期临床试验研究阶段，参加临床试验的尘肺
患者正在招募中。希望让尘肺病人早日有药可用。

“2017年度中国非处方药产品综合统计排名”榜单
近日公布，治感冒抗流感的连花清瘟胶囊，上市 10 余
年来，每年 8000 万人次的服用量，成为家庭常备药
品，排名感冒咳嗽类第2名。

药 理 学 研 究 证 明 ， 连 花 清 瘟 对 甲 型 流 感 病 毒

（H1N1、 H3N2）、 乙 型 流 感 病 毒 、 禽 流 感 病 毒
（H5N1、H9N2）、腺病毒、疱疹病毒等均有较强抑制杀
灭作用；同时，它还具有抗菌、退热、镇痛、抗炎、止
咳、化痰、增强免疫力等作用，防治流感可能引发的肺
炎、支气管炎等。

钟南山指出，在临床医生公认最为严格的双盲循证
医学研究中，连花清瘟显示出有效减轻流感患者症状的
治疗效果，特别是出现高热症状的患者，在发病早期使
用效果更好。他认为，中药跟西药的抗病毒概念不同，
中药有全身性调节作用，这是中药的特色和长处。

2011年，连花清瘟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6
年开始在美国开展二期临床实验，成为全球首个进入美
国临床研究的抗流感中药。10 多年来，连花清瘟先后
14次进入国家卫计委等政府部门发布的流感、禽流感等
传染病防治指南。此次连花清瘟入选中国非处方药产品
综合排名，再次表明，连花清瘟对高发流感的防治价
值。

警惕儿童1型
糖尿病发病率增高

张 姝 金永红

抗尘肺新药启动Ⅱ期临床试验
常 工

临床营养产业创新联盟成立

本报电（李景仁） 中国临床营养产业创新联盟近日在
京成立。该联盟旨在普及全民营养科学知识，提高全民营
养科学素养，促进临床营养产学研深度融合。

据介绍，联盟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破解制约医学营养产业发展
的瓶颈问题，促进医学营养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实现医学营养产业可持续发展，助推国家21世纪健康工程
战略实施。

传统防治冻疮办法还有效吗？
王红蕊

连花清瘟登非处方感冒药榜单
孙焕珍

连花清瘟登非处方感冒药榜单
孙焕珍

两个中医“抗感方”

针对冬季流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
荐了两副药方，分别是：“感冒咳嗽合剂”和“金花
清感颗粒”。

“感冒咳嗽合剂”取麻黄 5 克、杏仁 10 克、
生石膏 30 克、生甘草 5 克、柴胡 10 克、黄芩 10
克、银花 15 克、苏叶 10 克。这个方子主要针对
中国北方冬季气候特点和感冒特点。对于生活在

其他地区的患者，要遵医嘱，另外，对于一些患
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用此方
前一定要咨询医生。

“金花清感颗粒”取金银花、浙贝母、黄
芩、牛蒡子、青蒿等，可以疏风宣肺，清热解
毒。用于外感时邪引起的发热，恶寒轻或不恶
寒，咽红咽痛，鼻塞流涕，口渴，咳嗽或咳而有
痰等，舌质红，苔薄黄，脉数，适用于各类流感
包括甲型H1N1流感引起的上述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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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本报电（王逸先） 近日，中国药学会药物临床评价研
究专业委员会、中国药学会药物临床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
等7家机构共同发布了《推动临床研究体系设计与实施，深
化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研究报告。报告显示，过去 15
至20年间，中国对医学科学领域的政府资金支持存在“重
基础研究、轻临床研究”现象。为此，专家呼吁，提高中
国临床研究水平，既需要提高临床基地、临床试验质量管
理水平，也需要提高临床试验人员的专业素质水平。

牙齿长“洞洞”医学上称之为“龋齿”，是口腔科常见
的一种疾病。但是口腔医生常常发现，一部分患者，虽然
平时认真刷牙，非常重视口腔卫生，但是“洞洞”依然有
增无减，甚至出现非常猖獗的满口龋齿。这时口腔科医生
往往会建议患者到风湿科检查一下，患者不禁要问：风湿
科不是看关节疼的吗？难道也管看牙齿？

正如大家所言，风湿科疾病确实常常见到关节疼痛症
状，但风湿科实际上是一组风湿免疫疾病的总称，常常会累
及多个脏器，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症状，甚至累计牙齿、眼
睛、鼻子、头发、口腔黏膜、指甲等。而导致发生龋齿的，就是
风湿病中有一个疾病在作怪，它就是干燥综合征。

干燥综合征是一组主要表现为口干眼干等外分泌腺受
损症状的疾病，部分患者同时可以出现血液系统、肺脏、
肾脏等多系统、多器官受累，严重者甚至威胁生命。当口
腔中腺体受到破坏，不能正常分泌唾液，存在于唾液中的
溶菌酶就会减少，从而细菌得以繁殖，导致牙齿被破坏，
长出“洞洞”来，这就是龋齿患者要看风湿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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