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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免疫力认知调查显示，30%的儿童一到换季就会腹
泻、感冒发烧。34%的儿童会在换季时节发生湿疹、荨麻疹等过
敏现象，与此同时，高达63%的家长不了解儿童的过敏症状与免
疫力有关。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儿童免疫力现状调研科普行”
启动活动上，资深儿童健康专家崔玉涛医生表示，免疫力紊乱
可能给孩子的健康带来严重的隐患，因此，如何改善儿童免疫
力紊乱的情况，成了保证儿童健康最关键的因素。

崔玉涛说，免疫力紊乱可能会导致儿童出现精神状况不
佳、消化不良、睡眠质量差、感冒发烧易反复等病症。本次调
查显示，52%的家长不会给孩子使用抗生素，44%的家长偶尔会
用。崔玉涛表示，中国家长已经认识到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目
前，中国儿童使用抗生素的状况比较乐观。

众所周知，母乳喂养和预防接种是婴幼儿获得免疫力的有
效途径。另外，肠道菌群也与免疫力密切相关。调查显示，76%
的家长不清楚免疫健康状况也与肠道菌群平衡有关。崔玉涛强
调，人体免疫系统70%存在于肠道，肠道健康是免疫力的最基本
保障。一般而言，新生儿肠道菌群的定植和建立，是在出生后
开始逐渐形成的，并在2岁左右基本稳定。当这种平衡被打破，
就会非常容易出现一些疾病，如肠炎、腹泻、便秘等。

崔玉涛提醒，当儿童生病时，抗生素的使用需要非常谨
慎，因为任何抗生素的使用都会破坏儿童肠道菌群的平衡，降
低宝宝的免疫力。因此，除了避免抗生素的滥用之外，在不得
已必须使用抗生素时，适当补充益生菌，可以帮助调整肠道菌
群，促进恢复。为了提高家长对儿童免疫力的认知，保障孩子
的健康，中国儿童免疫力现状调研科普行公益活动将在全国范
围内展开。

博鳌国际医院创建再生医学

本报电（苏 闻） 近日，博鳌国际医院国际再生医学研究中
心在海南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试验区揭牌。该中心将瞄准国
际再生医学学科前沿，针对国计民生重大需求，致力于揭示生
命现象的基本规律及其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原创性研究。

据介绍，再生医学是目前世界医学研究的前沿。再生医学
专家、中科院院士吴祖泽认为，再生医学的优势在于通过改善
微环境，让患者借助自身的再生修复能力引导细胞组织再生，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种类疾病的患者有望从中受益。该研究中心
将成为我国再生医学领域的高水平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的重要基地。

全国爱发日活动在京启动

本报电（李宏生）“2018毛发健康管理大讲堂暨5·28全国爱
发日”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旨在让民众及时了解到自己的头
发健康状况，提高保护头发的意识。

据介绍，作为皮肤行业的一个重要细分领域，中国植发行
业在过去几年发展迅速。毛发移植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逐年递
增，已形成了一门专业独立的学科。当前，整个行业空间大、
需求大，然而，专业的毛发医生相对较少，亟待培养更多的专
业的毛发医生，专注毛发事业健康发展。

杰华生物技术 （青岛） 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其历时18年自
主研发的一类新药乐复能 （重组细胞因子基因衍生蛋白注射
液） 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和注
册批件，批准其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相较于现有药物，该
药可更高效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希忠表示，
近20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和扩大乙肝疫苗的计划免疫，使
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数量有了大幅度下降。虽然总量控制住了，
但存量的数字仍然非常庞大。新药的上市给乙肝患者带来了新
的治疗选择，这说明中国在蛋白质生物新药创制方面取得了新
的突破，乐复能也是中国首个在西方国家之前命名的全新生物
新药。

相关数据显示，病毒性肝炎目前仍是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
重点之一。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
有近9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有2800万左右的乙肝患者需
要治疗，但最终能够规范治疗的不到20%。

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暨肝病中心主任王贵强介
绍，目前，国内治疗乙肝主要以口服核苷类抗病毒药物或普通
和长效干扰素类药物为主，治疗时间一般一年以上，总体有效
率30%左右。乐复能临床试验显示，治疗3个月可达到约30%的
疗效，治疗6个月、9个月可分别达到40%、50%的疗效。国家药
典委员会将该通用名命名为“重组细胞因子基因衍生蛋白注射
液”，从法规上确认了该药不属于现有2类抗乙肝药物，这是30
多年来世界范围内首次出现的第3类乙肝治疗药物。

王贵强表示，新药上市为临床医生进行免疫治疗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武器”，希望能够在临床实践中使更多的病人受益。
他建议，行业专家应探索乙肝的临床治愈，通过核苷类素和免
疫调节剂的联合、续灌、交替治疗等各种组合模式，使更多的
病人能够实现临床治愈，达到表面抗原消失的终极目标。

目前，全球近视眼患病人数约为25亿。据世界卫
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者的人数多达
6 亿，即全球每 5 个近视患者中，至少有 1 个是中国
人。发布在眼科学期刊的论文指出，根据国际顶级专
家预测，到 2050 年，全球近视患者将达到 49.49 亿，
患病率为 52%，高度近视患者将达 9.25 亿，患病率为
10%。

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前，一场“共享全球
智慧，定义近视未来——爱尔眼科全球近视手术技术
发展成果发布会暨国际近视矫正专家对话论坛”在上
海举行，论坛上，现行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质量
标准牵头起草人、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王铮教授指出，中国作为青少年近视率全球第一的国
家，视觉健康形势不容乐观。6月6日以“科学矫正近
视，关注孩子眼健康”为主题的全国“爱眼日”将帮
助学生和家长树立合理用眼、科学矫治的意识，一旦
发现孩子近视，应当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规范
的检查治疗。

全球过半屈光不正者未矫正

屈光不正是指由眼球调节失衡引发的视力不正
常。近视、远视、散光和屈光参差都属于屈光不正，
其中近视发病率最高。近视主要是由眼轴延长引起的
光线不能聚集在视网膜上的一种病症。由于近视是眼
轴延长造成的，而目前还没有科学方法让眼轴再变
短，所以近视的发生和危害是不可逆的，其中高度近
视还有可能致盲。

王铮说，虽然目前近视不能彻底根治，但可以根
据科学方法进行预防、控制和矫正，目前近视矫正的
主要方式有戴镜矫正和手术矫正。屈光不正的矫正对
于视力的保护和挽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世界卫生
组织调查预估，全球中度至重度视力损害的主要原因
中，未经矫正的屈光不正占 53%；而在致盲的主要原

因中，未经矫正的屈光不正占21%。
根据手术实施的部位，近视手术矫正方法主要分

为两大类，即眼内手术和角膜手术。对于较高度数的
近视，如1200度以上，通常推荐眼内手术，如人工晶
体植入术。而对于大多数一般近视患者，则可实施角
膜手术，这种方式主要是运用激光消融或切割角膜，
根据需要矫正的近视度数，切削掉或取出一定厚度的
角膜组织，从而达到视力矫正的目的。

近视手术已在全球普遍使用

据介绍，从1939年日本医生采用放射状角膜切开
术矫正近视开始，至今已有近80年历史。角膜手术的
方式经历了钻石刀 （代表技术 RK：钻石刀放射状角
膜切开术）、激光刀 （代表技术 PRK：准分子激光屈
光性角膜切削术）、板层刀 （代表技术LASIK：准分子
激光光学性原位角膜磨镶术）、飞秒激光 （代表技术飞
秒 LASIK：飞秒准分子激光光学原位角膜磨镶术） 和
全飞秒激光 （代表技术 SMILE：全飞秒激光无瓣、微
创术） 等5个阶段。

中国目前的近视手术技术发展已与国际水平保持
一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教委等五部委曾联合下
文，近视患者通过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后，可以参加
各类考试和应征入伍。

“从激光刀、板层刀手术到飞秒激光、全飞秒激
光、ICL 手术，各种先进技术的迭代创新，推动了中
国屈光矫正手术领域的巨大发展与变革，目前中国近
视手术已进入了以‘全程定制’为标志的屈光手术4.0
时代。”王铮说，“全程定制化”是近视手术的解决方
案：就是根据患者差异化的眼部条件和用眼需求，根
据术前与患者的沟通谈话、眼部检查，设计和实施适
合患者的个性化手术方案，术后进行定期复查和眼健
康管理，将视力提高与视觉质量改善作为双重目标，
为患者创造看得清又看得舒适的术后体验。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近视手术

王铮强调，虽然近视手术技术在国内外都已经发
展得很成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近视手术。近
视手术只适用于成年人，对于青少年而言，身体发育
还在进行，眼睛也还在生长，这一时段主要以预防和
控制为主。如果要做此类手术，也一定要到专业的眼
科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眼部检查，看看自己的眼睛条
件是否适合做近视手术，以及适合做什么类型的近视
手术。

目前屈光矫正手术的种类分为四类，前三类是在
角膜上面用激光来做。具体讲，第一类是从表层直接
开始做，将角膜分为五层结构。第二类用制瓣的手
术，是把角膜稍微切开一个切口，把角膜基质层中间
最多的这部分暴露出来后，用激光将它进行打磨，让
它的形态变平，减轻屈光力就可以达到矫正近视的目
的。第三类是用现在飞秒激光技术，聚焦在人体角膜
里面进行角膜切割，外面没有任何伤口。在角膜基质
里面做有透性的技术，大概 2毫米左右的切口就可以
把这一小块组织取出来，这样的话同样可以达到矫正
近视的目的。这三类都是在角膜上面做文章。第四类
是如果有些患者不适合在角膜上面做的话，可以植入
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目前用的最多的是 ICL 植入，
其优点是不需要切角膜，还可以取出来。这是因为绝
大多数人做了该手术后若干年，有些人会患有白内
障。如果出现白内障的话，可以把人工晶体取出来，
与自己本身的晶体一起拿掉，再换一个新的人工晶体
进去，同样会获得很好的视力，是一个可逆的手术。

上述几种手术各有各的优势，各自有各自的适应
症，也有各自适应的人群。当患者有所选择的时候，
医生可以根据患者具体检查出来的数据给出建议。一
种最好的或者是最适合的方案，也就是所谓“全程定
制”的概念。

中医所说的毒，其义甚广，其害甚
深。“毒”既是一个具有物理属性的概
念，又是一个具有病理属性的概念。古
之典籍，论毒者甚多。“毒”，《说文解字》
释“厚也，害人之草”，现泛指一切致病邪
气。“诸病暴烈，竟相染易，皆属于毒”；

“诸病重笃，伤神损络、败坏形体，皆属于
毒”，“诸邪秽浊，皆属于毒”，“诸邪迁延，
蕴积不解，皆属于毒”。

“毒”可以概括为作用于人体后，
导致机体产生一系列变化，引起阴阳失
衡，出现疾病状态的一切物质。我们今
天简单地从外来之毒和内生之毒的区别
上聊一聊。

外来之毒以人体为界，凡是来源于
身体之外的有害于身体健康的物质，均

归于外来之毒范畴。首先是外感六淫邪
气，即风、寒、暑、湿、燥、火。这是
由于 6种因素蕴聚演化，使人体出现失
衡的病理状态。邪盛为毒、积久蕴毒，
毒为邪之渐。举个例子，阳光用凸透镜
聚集可以使可燃物着火，这种过量的聚
集对于人们来说可以比喻为三伏天的阳
光，那“火毒”就好理解了。其次是感
染疫疠之气，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特
殊病因，即疫疠之气，又名毒气，如麻
毒、疫毒，泛指某些有特殊毒性作用的
传染病，如现代医学中的病原微生物细
菌、病毒等造成的传染病，像“流行性
感冒”等。此毒往往起病急骤，传播变
迅速，变化多端，病情险恶。无问大
小，为病有时，呈“一毒一病”的特
点，病状相似，病情单一。再次是虫兽
毒，由毒虫叮螫、毒蛇及猛兽撕咬所
致。轻则局部损伤，出现肿痛、出血
等，重则虫兽分泌的有害物质损伤内
脏，或出血过多而死亡。还有就是杂
疫，包含现代出现的大气污染，水污

染，农药、化肥对食品的污染，化学药
品的毒副作用，噪声、电磁波、超声波
等超高频率对人体的干扰等，均属于外
来之毒。

内生之毒来源于体内，凡人体不需
要的，乃至有害于健康的物质统归于内
生之毒的范畴。首先是“内伤七情”，
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
七种正常的情志活动，是人体的生理和
心理活动对外界环境刺激的不同反应，
属人人皆有的情绪体验，一般情况下不
会导致或诱发疾病。只有强烈持久的情
志刺激，超越了人体的生理和心理适应
能力，才会损伤机体脏腑精气，导致功
能失调，进而导致成毒发病。其次是体
内的病理产物如痰饮、瘀血、湿浊、积
滞等，形成痰毒、瘀毒、湿毒等各种毒
邪。现代医学解释内毒的来源主要有 3
方面：一是指机体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
各种代谢废物，它是内生之毒的主要来
源，也是机体排毒系统功能紊乱时存留
体内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二是指

那些本为人体正常所需的生理物质，由
于代谢障碍超出其生理需要量而转化为
致病物质形成毒，如血糖、血脂过高。
三是指本为生理性物质，由于改变了它
所应存在的部位也成为一种毒，如胃液
是人体正常的消化液，当进入腹腔时会
引起腹膜炎，血液流出血管会形成瘀
血。长期暴饮暴食营养过盛导致的食积
等也归于内生之毒。

大家可以看出，“毒”的成因都是
由于偏性不纠，常此以往而成。偏离正
常的生活习惯，如过多地吹空调、长期
熬夜、过度劳累，都会因为过度而成为

“毒”，威胁人们的健康。
（作者系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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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创高效抑制
乙肝病毒复制新药

谢尚梁

容易伤害视力的习惯
专家表示，保护视力，不仅仅要少看手机和

电子产品。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也会伤害视
力。

1.爱吃甜食。很多孩子都喜欢吃甜食，但是
多食甜食可以助长近视眼的发生、发展。因为甜
食摄入会消耗大量维生素 B，影响视网膜正常代
谢，还会减少血钙含量，影响眼球壁发育，以及
改变晶体的渗透压。综合起来，就是对视觉的不
良影响。

2.劣质太阳镜。儿童的眼睛娇嫩，容易被强
光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需要佩戴太阳
镜。但要注意的是，6 岁以下儿童不适宜长时间
戴太阳镜，因为他们的视觉功能发育未达到成人
水平，长时间戴太阳镜可能形成弱视。

3.营养失衡。眼球的发育和孩子的身体发育
一样，需要均衡的营养。摄取维生素 A或胡萝卜
素，可以预防眼睛干涩不适，也可以避免夜盲症
及干眼症。富含维生素 A的食物包括花椰菜、红

萝卜、芒果等。
维生素 B 群是视力保健不可或缺的成分，可

从动物肝脏、乳制品、瘦肉、绿叶蔬菜、豆类、
糙米等中摄取。

4.过度用眼。如今的孩子每天不仅有作业，
还有电脑、手机的诱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用眼
睛。上课盯着黑板，下课盯着书本，好不容易有
休息时间还想看看视频、玩会儿电子游戏，眼睛
怎么有机会得到休息呢？

所以，家长要监督孩子合理休息，避免过度
用眼。

合理用眼的关键

1.合适的光线。长时间在不佳 （太暗或太
强） 光线下阅读书写会严重影响视力。所以，一
定要给孩子提供适合于阅读书写的光线亮度。

2.用眼距离。近距离用眼是影响视力的重要
因素。中小学生的眼球正处于发育阶段，长时间
的不良用眼姿势容易引起眼球的发育异常，导致
视力下降。因此，近距离用眼时，身体应保持静
止状态，坐姿端正，眼睛和书本之间保持33厘米

左右的距离。
3.用眼时间。通常，近距离用眼时，隔 45—

50分钟休息10—15分钟，休息时尽量远眺或适度
按摩一下眼睛。年龄越小的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
要越短，注意增加户外活动。

中医如何区分内生和外来之“毒”？
王红蕊

视觉健康视觉健康

预防为主预防为主 正规治疗正规治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图为专业技师检验患者发质图为专业技师检验患者发质。。 樱樱 子子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