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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眼医再登世界眼科百强榜

本报电（朱 楠） 知名眼科专刊《眼科医生》日前公布2018年度世界眼
科人物最具影响力100强，北京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院长林顺潮教授再度入
选。这是他连续第三次入围该榜单，且为今年中国唯一的上榜者。中国眼
科名医再获世界认可。

据介绍，《眼科医生》每两年推出一次世界眼科人物最具影响力100强
榜单。入选的100位眼科人物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当中有眼科医生、
科学家、工程师、眼科医疗机构的CEO等。今年是林顺潮教授连续第三次
入选该榜单，排名18。《眼科医生》 在其上榜理由中写道：“林顺潮是‘具
远见的领袖’‘医师科学家’‘慈善家’，曾发表逾 800篇 SCI文章，曾任或
现任逾 10份国际 SCI学术刊物编辑委员会成员，对于眼科界贡献巨大，从
2008年起担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儿科医师过敏培训项目启动

本报电（张 姝）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儿科专业委员会联合世界过敏组
织，近日在北京启动中国首个国际认证的儿科医师过敏培训项目，该项目
将通过逐级培训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18年底前培训1000名儿科医
生，将儿童过敏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等知识普及到一线骨干医生。

据介绍，目前，中国儿童过敏类疾病分布及发病率与国际接近，但对
儿童过敏的认知和治疗仍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提高医生对儿童过敏的诊
疗知识、临床诊治能力，是现阶段儿童过敏防治的当务之急。

中国儿童身高促进计划启动

肝癌是中国三大癌症之一。最新统计显示，全球肝癌每年新发病例
中，中国占一半以上。其发病隐匿，难以早期发现，晚期再来就诊，难以
取得好的疗效。在近日启动的“‘肝’动你我·肝癌患者家庭关爱计划”活
动上，中国医院协会疾病与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生来表示，肝
癌防治不仅仅是医生的事情，更是一项贯穿整个医疗体系的系统工作。

周生来说，中国的乙肝、丙肝患病人数较多，易形成“肝炎—肝硬化—肝
癌”三部曲。降低死亡率的最好手段是做好早期防癌筛查，尤其是有肝炎、脂
肪肝病史的患者，有肝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等。此外，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
响可达60%，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对预防肝癌非常重要。

周生来提出，肝癌防治要有四级预防意识。零级预防就是源头的优生
优育，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接种乙肝疫苗能大大降低乙肝婴儿的出生
数量；一级预防是从“上游”筛出高危人群，针对慢病发病的危险因素，
采取个性定制化的临床手段来干预；二级预防是在“中游”，把明确诊断的
肝炎患者管起来，基层医生要督导其用药和规范化治疗；三级预防即积
极、综合、个性化的治疗，延长患者生命，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

作为一名癌症康复者同时也是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秘书长的甄荣，从
“患者及家属如何对抗癌症”的角度发表了观点，她认为，大夫一句话，温
暖病人心，但与患者相处时间更多的还是家人。癌症康复组织会定期给家
属尤其是子女作指导，陪伴患者一起走过这段路。如今的癌症已经被重新
定义为一种慢性病，是可防可治的，没有那么恐怖了。“我们在一起，能战
胜癌症。家属要陪伴患者一起去接受抗癌教育。有了家人的陪伴，患者才
有更强的信心继续走下去！”

“肝”动你我·肝癌患者家庭关爱计划，呼吁公众增强对肝癌的认知、
降低肝癌风险；呼吁坚持传播科学，关爱照顾患者，以心暖心，用心治
肝，让患者收到更好的疗效。在护肝抗癌的“保卫战”中，除了需要仁心
仁术的医疗工作者和有效的治疗药物，更需要社会各界对肝癌患者及其家
庭的关爱与支持，普及科学抗癌理念，帮助患者重建抗癌信心。

《全球医美信赖度报告》（简称《报告》） 显示，中国消费者对于品牌
信赖度重视程度较国际水平偏低。以肉毒毒素相关治疗为例，全球 75%的
消费者认同在求美体验中，产品品牌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在中国这一比例
仅为 59%。优质的品牌是助力医生满足求美者需求不可或缺的一环，对
此，中国消费者的认知亟待加强。

当前，中国医美产业正在经历井喷式增长。为使中国医美行业获得长
足的发展，与国际成熟发达市场看齐，进一步提升行业整体信赖度就成为
了重中之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专职副秘书长曹德全表示，中国医美行业
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之间的平衡，对医美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提升行业的信赖度正是实现“平衡”
的一个关键举措。

《报告》也充分印证了信赖度对医美行业的重要意义。该《报告》对全
球12个国家和地区近1.8万消费者及300医美产品品牌信赖、消费者和医护
之间的信赖等议题展开调研。结果显示，消费者和医护一致认同信赖在医
美体验中的重要性。此外，《报告》也显示，61%的医生认为，对于医美产
品的信赖让他们在治疗中更有信心。

《报告》同时也体现出一些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消费者和医生之间的
信赖挑战。调研显示，仅 34%的消费者表示在其最近一次医美咨询中，医
生有能力让他们对治疗效果感到放心，且仅 29%的受访者表示，医生很好
的解答了他们所有的疑虑。对此，曹德全强调，医美行业的信赖度综合体
现在消费者对于产品、医护以及机构等3个层面，其中，消费者和医护之间
的信赖度是最为核心的议题。

为此，中国启动了“2018医美信赖先锋行动”，旨在推动在医美行业内
重视提升信赖度，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医美需求。

全球最广泛的听力解决方案供应商索诺瓦集
团旗下的领先仿生 （AB） 和峰力，近日共同推出
听力行业最前沿的双耳模式听力解决方案——双
耳语音流技术。在充分共享研发平台，共享先进
声音处理技术以及采用相同的信号处理方式背景
下，真正实现了双耳之间的智能协同工作，为中
国听障患者提供双耳聆听的最佳解决方案。

自然听力就是双侧听力。两只耳朵共同收集
周围的声音，将其传送至大脑进行处理，让聆听

者能够快速而正确地对声音做出响应。而听障患
者如何能达到双耳听觉以及选择合适的双耳聆听
模式，一直是听力技术探索和创新的热点。

据上海交大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人工听觉植入
中心副主任李蕴介绍，为分析双模式刺激，对重
度/极重度人工耳蜗术后的低龄儿童的听觉言语发
育的影响，该院开展了一项临床调查研究。通过
分植入儿童双模组显示，双模刺激有助于促进重
度/极重度耳聋患儿早期听觉言语能力的发育。因

此，充分利用对侧耳未检测到的残余听力，避免
对侧未干预耳的迟发性听觉剥夺，可使更多人工
耳蜗植入者的听觉效果更接近双耳聆听生理状态。

目前，听障患者听觉言语发育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获得最佳的言语识别效
果。传统的双耳聆听模式，通常是两侧设备各自
为政，噪声无法同步处理，方向性也无法同步聚
焦；同时，由于没有相互匹配的验配编程方案，
调试不佳也会影响聆听效果。

创新设计的“双耳语音流技术”，使两侧的声
音处理器不像其他技术那样同时各自处理声音，
而是具备相互通讯的独有能力，实现两侧处理器
之间能够互传信号，从而协同工作，自动实时进
行处理，轻松解决一侧噪音一侧言语声的环境聆
听问题，双耳可同时听到清晰的言语声。

复发性口腔溃疡是最常见的口腔
黏膜疾病，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种
族、不同地域的人都可能患病，一般
人群的患病率可高达20%。目前的治
疗方法主要分为局部治疗及全身治
疗，局部用药为推荐一线用药，近年
来发展的膜剂、缓释剂，可通过黏附
成分牢固地黏附于黏膜上，在一定程
度上抵抗了唾液和吞咽的清除作用，
有利于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发挥药
效，但局部用药治标不治本，往往口
腔溃疡愈合后又会再次出现。结合中
医药特色治疗口腔溃疡，在临床试验

证实中西医结合治疗优于单纯西医治
疗，可以更好促进黏膜恢复，有效地
减少溃疡复发。

中医认为口腔溃疡常因火所致，
而火有虚实之分，由实火所致者属实
证，由虚火所致者属虚证。实证患者
常见烦热口渴、口苦口臭、舌红苔黄、
尿赤便结、脉滑数，虚证患者常见失眠
多梦、手足心热、口干咽燥、舌红少苔、
腰膝酸软、脉细数。根据《中华口腔科
学》将口腔溃疡分为脾胃伏火型、心火
上炎型、肝郁蕴热型、阴虚火旺型、脾
虚湿困型、气血两虚型等6型，临床常
见口腔溃疡多属虚证，通过辨证论治、
对证治疗才能减少溃疡发生的频率和
减轻溃疡发生的严重程度，有效发挥

中医药的优势。
但是在生活中，由于缺乏医疗卫

生知识，口腔溃疡患者往往有个误
区，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我
们常常可以听到口腔溃疡患者说：

“医生，我觉得自己心火有点重”，或
者看到口腔溃疡患者自然而然地服用
含有如连翘、黄连等清热药的中成
药，刚开始患者往往自觉症状减轻，
但时间长了却发现口腔溃疡发生得越
来越频繁，并且难以愈合。究其原
因，口腔溃疡患者常常盲目服用清热
药，耗伤人体正气，导致溃疡难以生
肌收口，反而使病情反复缠绵。我们
要认识到中医药治疗疾病必须建立在
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通过正规医疗机

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才能取得满
意的疗效。

最后要说的是，复发性口腔溃疡
与局部损伤、压力、饮食、药物、激
素以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缺乏等多种
因素有关，在生活中调整自我情绪、
控制饮食，及时补充新鲜水果蔬菜
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防治溃
疡也十分重要。

《中医学与辩证法》编委会委员

把肝癌防治做得更精准
雪 蓓

《全球医美信赖度报告》发布
吴群虎

口腔溃疡——今天，你清火了吗？
徐奇琦 本报电 （马 克） 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联合美国迪巧公
司，近日在北京启动“迪巧身
高促进计划”大型公益项目，
将通过城市体验活动、手册发
放、公益讲座等方式，帮助中
国儿童长高，实现成年后的职
业梦想。

数据显示，超五成儿童未
达到遗传身高，近八成儿童未
来身高达不到父母预期。身高
促进计划是为了传授正确的身
高管理理念和身高促进方法。
活动中，迪巧公司向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捐赠100万元人民
币，以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

图为儿童现场进行身高测
评。 樱 子摄

为听障患者提供聆听解决方案
曲桂林

为听障患者提供聆听解决方案
曲桂林

预防接种是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也是
儿童的“健康保护伞”。4月25日是中国儿童预防接
种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预防接种，守护生命”。
通过疫苗的预防作用，可以切实保障接种疫苗的儿
童身体健康，有效防止相应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自 1978 年开始实施免疫
规划以来，通过接种疫苗，已于 2000 年被世界卫
生组织 （WHO） 确认无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
咳、白喉、破伤风等疾病的发病，儿童可预防疾
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有效保障了儿童的生命安
全与健康。

预防接种让疾病无机可乘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要“坚持预防为主”。为实现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提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要由2015
年的10.7‰下降到2020年的9.5‰，再到2030年的
6.0‰”的目标，首先就要减少传染病和感染性疾
病对儿童的威胁。因此，做好预防接种对实现健
康中国战略意义重大。

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所长吴疆表示，
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
毒、灭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用于预防
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疫苗接种主要是针对易
感者进行，通过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使其对以
后的感染或疾病产生免疫力，从而可以预防和控
制大量传染病，而且越来越多地用于防控由传染
性因子引起的若干慢性病。

据了解，疫苗接种在提高个体免疫水平的同
时，也会提高整个人群的免疫水平，有助于群体
免疫屏障的形成。当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水平
时，即使有传染源侵入，由于大部分易感者已经
接种了疫苗，得到了免疫保护，人与人之间传播
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传染病的传播链也被人为阻
断，传播的范围受到限制，从而减少传染病扩散

和蔓延的可能性。
预防接种是防控传染病的根本所在。以肺炎

球菌性疾病为例，在所有疫苗可预防疾病中，肺
炎球菌性疾病是导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重要
病因之一，又被称为婴幼儿“健康杀手”。当人体
抵抗力下降时，肺炎球菌很容易侵入身体多个不
同部位，导致一系列侵袭性或非侵袭性肺炎球菌
性疾病。婴幼儿出生后因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
善，从而使得他们更易感染各种侵袭性疾病。世
卫组织因此将肺炎球菌性疾病列为需“极高度优
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并表示疫苗接种是最
合乎逻辑和最有效阻止耐药性蔓延的方法。

肺炎球菌成疾病元凶

根据世卫组织估算，全球每年约有160万人死
于肺炎球菌疾病，其中70万至100万为5岁以下儿
童。而在中国，5岁以下儿童感染肺炎球菌性疾病
的人数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印度。

肺炎球菌，也称肺炎链球菌，是肺炎球菌性
疾病的致病菌，广泛定植于人类鼻咽部。一般不
致病，只形成带菌状态，但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时
可致病。在近日举行的第 11届肺炎球菌及肺炎球
菌疾病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指出，当人体抵
抗力下降时，肺炎球菌很容易侵入身体多个不同
部位，导致一系列侵袭性或非侵袭性肺炎球菌性
疾病。传播或定植的肺炎球菌穿越粘膜屏障，引
起非侵袭性疾病，如中耳炎、鼻窦炎等，严重的
会进入血流，可引起侵袭性疾病，如脑膜炎、菌
血症、菌血症性肺炎等。因此，面对肺炎球菌性
疾病给患儿家庭以及全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采
取主动免疫预防刻不容缓。

作为该领域国际顶尖的学科研讨会，来自全
球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权威
专业人士，共同针对肺炎球菌及肺炎球菌疾病相
关的基础科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治疗和预

防领域的最新发现等方面议题进行研讨，旨在提
高公众对肺炎球菌疾病的认识，呼吁各国重视疫
苗接种，保护儿童免受肺炎球菌疾病的侵害，降
低其全球重大疾病负担。

疫苗预防至关重要

首都儿研所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晓旭教授
表示，肺炎链球菌主要是通过人传人的飞沫感染
而传播，儿童是其主要携带和传播人群。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2岁以下儿童是肺炎球菌
感染发病率最高的人群，有75%侵袭性肺炎球菌疾
病和83%肺炎球菌脑膜炎患者为2岁以下儿童。中
日医院预防保健科主任王琳教授解释说，5岁以下
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尤其是6个月月龄以
内的宝宝，其免疫力主要依靠出生时从妈妈身体
获得的母传抗体，随着婴幼儿成长逐步降低，婴
幼儿6月龄时降至最低。而此时婴幼儿自身对病原
感染的免疫力极低，给肺炎球菌提供了最佳入侵
机会，成为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发病率最高的时期。

王琳强调，肺炎球菌性疾病主要采取抗生素
治疗，一旦发展为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不仅治
疗难度会增加，且花费不小。通过疫苗接种能够
有效减少耐药菌株泛滥，这使得用于预防的肺炎
球菌疫苗变得尤为重要。疫苗接种是针对传染病
的最有效预防措施。随着婴幼儿肺炎球菌疫苗在
全球不同国家的引入，由疫苗血清型导致的侵袭
性肺炎球菌性疾病的发病率显著降低。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
师郑东旖表示，疫苗接种不仅可以保护适龄婴幼
儿远离其覆盖血清型肺炎球菌引起的侵袭性肺炎
球菌疾病，还有益于孩子的身心智力发育，对婴
幼儿的健康成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保护作用。郑
东旖说，为有效预防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应尽
早规划接种时间，以保证每一个宝宝从出生起就
能够获得全面的保护，远离肺炎球菌疾病的侵袭。

我国将疫苗分为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
苗，已研制成功并上市的有 41 种疫苗，其中
14 种为第一类疫苗，其接种率较高，其余第
二类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郑东旖强调，问
题大多出在对疫苗的认知误区上。从日常的
临床和过去多年的疫苗不良事件看，疫苗信
息传播存在不科学、片面、甚至误导的情
况，这不仅让公众感到恐慌，更大的危害是
让很多本该接种疫苗的儿童错过了接种疫苗
的最佳时间，为一些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隐
患。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传播科学的疫苗知
识，引导公众规范接种疫苗，从而保护儿童
的健康。

由于人们缺乏预防接种知识和医学科学
知识的限制，往往把预防接种的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混同。首都
儿科研究所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晓旭特别
强调，家长一定要带孩子到有资质的正规接
种点接种疫苗。在接种疫苗时，要如实告知
预防接种医生儿童及其家族的过敏史。以及
近期的健康状况，以便预防接种医生可以更
加科学地做出能否接种疫苗的判断，减少不
良反应的发生。接种疫苗之后，不要马上带
孩子离开接种点，一定要停留 30 分钟，目的
是观察是否有突发不良反应，确定无反应再
离开。

正确认知疫苗接种

预防接种

为儿童撑起“健康保护伞”
本报记者 喻京英

预防接种预防接种

为儿童撑起为儿童撑起““健康保护伞健康保护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