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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田加快中国创新药品供应

本报电（白轶南） 武田制药日前宣布，将投资1.1亿元人民
币扩建其位于天津的生产工厂。作为武田在中国唯一的生产基
地，扩建后的天津工厂将成为武田在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之
一，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创新产品。

据了解，此次扩建天津工厂，主要包括新建存储仓库、生
产辅助车间及中心公共设施等。未来，随着国内创新药品销售
增长及全球新品在中国的上市，武田还将考虑再扩建，以满足
未来5年多款来自肿瘤、消化、罕见病等领域重磅产品落地中国
的需求。

青光眼疾病预防座谈会举办

本报电（慈 爱） 为引导人民群众认识青光眼的危害，宣传
正确防治知识，近日，人民网·人民健康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及著名眼科专家举办“2019青光眼疾病
预防与科普宣传媒体座谈会”。

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教
授介绍，目前国际有把“青光眼周”变成“青光眼月”的概
念，以体现对青光眼疾病的重视。今年青光眼周的主题是“视
神经一张照，青光眼早知道”，通过这张眼底照把眼压高与不高
的青光眼都筛查出来。

王宁利透露，青光眼领域的专家目前正在通过AI技术，打
造一款能够帮助患者早发现青光眼问题的 APP。今后，患者和
高危人群可以通过拍照上传到 APP，请专家给出相关诊断，真
正做到“青光眼早知道”。

冬去春来，气温逐步走高，天气渐
渐暖和起来。人们开始脱去厚重的冬
装，换上轻盈漂亮的春装。殊不知这看
似普通的换装环节里蕴藏着养生的秘
密——春捂。

春季中自然界气温虽处于上升阶
段，但室内气温由于房屋热惰性跟不上
室外而产生内外温差。这种温差在一天
中以晴日午后达到最大，常常有 3-5℃
之多，甚至更大。特别是从温暖阳光下
走进阴凉的室内，老人和病人适应温度
的能力较弱必需适当添衣，慢慢地减衣
服才能避免因受凉致病。由于中国在同
纬度上春季升温最急，因此，才诞生了中
国特有的“春捂秋冻”的养生谚语。

百岁药王孙思邈曾说：“春天不可

薄衣，令人伤寒，霍乱，食不消，头
痛。”中医认为，春天属木性，易生
风，风为百病之长，属阳邪，其性开
泄，易袭阳位，肺在五脏中居上，属阳
位，人体的头面及肌表部位为阳位，是
风邪易侵之处，可见头痛身痛、鼻塞喷
嚏、咳嗽咽痛；风性开泄，易使腠理疏
松，毛孔从封闭状态开始舒张，阳气也
从五脏六腑向体表发散，若这时候被寒
风吹到或被湿冷的雨水淋湿，风寒或寒
湿长驱而入，会引起发烧怕冷、汗出、
恶风等症状。春季刚刚升发的阳气也会
被扼杀，对一整年的健康影响很大。

人体下半部血液循环比上半部差，
易受风寒侵袭，故寒多自下而生，因此
春季穿衣还应注意“下厚上薄”。有关

医生介绍，近些年，发生膝关节病变的
病例越来越多，而且以女性为主，许多
女性有冬季爱穿裙子、春季过早换春装
的习惯，特别是露出脚面的“船鞋”，
露出脚踝的九分裤，更是寒气侵入体内
的主要途径，而受凉是关节病等病症的
主 要 诱 发 因 素 ， 也 就 是 “ 寒 自 脚 下
生”。如果春季不注意保暖，天一热就
急着减衣服，稍不注意就会着凉感冒发
烧，甚至还会在上了年纪之后出现膝关
节疼痛，逐渐发展为膝关节骨质增生，
重者还会出现膝关节积水、肿胀以及伸
不直等病症。

医生特别提醒年轻人、体质较弱的
老人、免疫力低的患者，早春乍暖还
寒，昼夜温差大，又常有冷空气侵袭，

一定不要过早减少衣服，更不要早早穿
上凉鞋“秀”玉足，多“捂”几天有益
健康。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人的一生有 1/3 时间处于睡眠中，睡眠是人类不
可或缺的生理需要。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睡
眠障碍疾病发生率很高，有各类睡眠障碍者约占总人
口的 38％，高于世界 27％的比例，其症状包括睡不
着、睡不醒和睡不好三大类90余种睡眠疾病，这些都
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水平、生活质量以及生产安全。

睡眠多与少都有害

睡眠的生理作用表现在巩固记忆、促进脑功能发
育、促进体力与精力恢复、促进生长、增强免疫功
能、保护中枢神经系统等。“缺少睡眠和日间思睡，都
会对人体带来伤害。”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内科教授赵忠
新为“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解读时这样表示。

赵忠新说，睡眠时间缩短会对人的记忆有所损
害：睡眠时间每天大于7至8小时，记忆损害相关蛋白
几乎没有沉积；睡眠时间每天介于6至7小时之间的，
记忆损害相关蛋白沉积明显增加；每天睡眠时间少于
6小时，痴呆相关蛋白则会成倍增长。

赵忠新说，睡眠过多同样会引起记忆损伤。对 35
项内容的不同研究、近万人数据分析发现，每天睡眠超
过 9小时的人容易出现记忆衰退现象。日间思睡导致
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还是引起各种事故的重
要因素。一项老化研究证实：日间思睡量表评分高的
70岁以上者，其脑内痴呆相关蛋白（Aβ）显著增多。提
示思睡程度越重，越容易发生痴呆。睡眠时间过短或阻
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异常，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

睡眠呼吸障碍会造成记忆损伤：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 （OSA） 患者，其大脑血液流量降低或缺氧；慢
性间歇性睡眠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会损害脑细胞
功能；睡眠呈浅睡眠或碎片化，则表明缺乏深度睡
眠；大脑缺氧会影响脂肪代谢，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增
加、血管内膜斑块形成，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睡眠环境有标准

在今年的“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发布会”上，首
部 《睡眠相关家居环境标准》 发布。该标准属于中国

睡眠研究会团体标准，涉及建筑格局、睡眠环境因
素、寝具、照明等多方面内容。中国睡眠研究会副理
事长、北京大学医学部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北大口
腔医院睡眠呼吸障碍诊疗中心副主任高雪梅教授，在
对该标准做解读时表示，夜间良好的睡眠，能够有效
清除脑内产生的各种“垃圾”，对于认知功能具有重要
的保护作用。

《睡眠相关家居环境标准》 调研样本量 38117 人，
5个板块的参与人次合计为50070。年龄范围主要集中
在 40 岁以上的中年群体。其中健康睡眠者占人群
22%，而醒后疲惫者占 44.94%，反映出大部分人群处
于睡眠不健康状态。睡眠商的认知分析板块，旨在调
研人群中对于睡眠的认知程度和自觉采纳的举措。调
查结果：有 8.86%的人群采取了比较具针对性的高科
技产品来了解自身睡眠状况；17.8%的人使用过订制的
睡眠产品；更多的人在卧室光线、噪音、温湿度、卧
具等方面加以关注。

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医学部睡眠医
学中心主任韩芳表示，根据发达国家的卫生经济学研
究统计，睡眠疾病导致的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
等，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睡眠
调控在军事领域、航空航天事业中也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近年来，以睡眠疾病为研究对象的睡眠医学作为
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涉及呼
吸、心脑血管、生物节律、基础研究、药物学、心理
学、中医中药学、环境科学等各相关领域。科学研究
发现，睡眠不足会出现记忆力明显下降，伴随神经元
细胞营养不良、萎缩乃至凋亡，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有直接相关。

没有睡眠健康就不能实现全民健康，睡眠医学事
业的发展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睡眠
能促进大脑发育生长，消除疲劳，恢复精力、体力，
对记忆力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国家脑科学研究计划将
睡眠研究作为重要内容纳入。“人要睡得好，除内在因
素外，还有很重要的环境因素作用。”韩芳说，包括居
住空间、室内温度湿度、光线和气味等，使用的卧具
是否软硬适度，枕头是否是个性化定制等环境因素，
都会影响人们的睡眠质量。可以说，外在环境对睡眠

的影响非常关键。

超六成青少年睡眠不足

中国睡眠研究会联合慕思寝具近日共同发布了
《2019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白皮书》。这是目前国内样
本量最大的一次青少年睡眠状况调查。旨在进一步推
广健康睡眠文化，改善中国社会睡眠现状，为青少年
儿童的健康成长塑造更好的社会基石，也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更优质的社会环境。

此次白皮书的发布为探讨青少年儿童的睡眠状态
提供了科学详尽的数据参考。数据显示，有 62.9%的
青少年儿童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13至17岁的青少年
每天睡眠时长被各种作业严重缩短，青少年儿童普遍
缺乏睡眠。睡眠状况较差的青少年儿童中，有 41.9%
的人睡前会接触电视、手机、电脑等；而睡眠状况优
良的孩子中，仅有7.4%的人睡前会接触电子产品，有
34.2%的人则会选择看书学习；睡眠状况较好的孩子作
业时间多为2到3小时，而睡眠状况较差的孩子，作业
时长则集中在4到6小时。

专家称，睡眠好的孩子学习能力强、效率高，作
业用时少；而睡眠不好的孩子，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
中、记忆力变差、易冲动、发脾气等。

“睡眠问题会严重影响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中国睡眠研究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少年睡眠状况与
身体发育、智力发育、认知能力、学习成绩、性格、
健康状况和肥胖等有密切关系。谈及如何改善孩子的
睡眠，该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和全国相关睡眠研究机
构联手推动睡眠科普教育，让全社会意识到青少年睡
眠的重要性。

增加睡眠动力的第三个方法就是运动，尤其是有
氧运动。运动为什么会增加晚上的睡眠驱动呢？这里
有多重原因：运动时体温会升高，并且会维持好几个
小时，等我们身体凉下来，体温下降就会增加睡眠驱
动。另外，运动时身体会分泌很多的激素，帮助舒张
血管、降低焦虑感，有助于放松。最后，运动时细胞
会产生更多腺苷。腺苷是细胞代谢的一个副产品，它
有一个大作用，那就是它积累起来能诱发大脑困倦。

有这样一群人，经过CT、核磁共振等各类检查，其结果均
显示正常，但他们仍然被莫名的疼痛折磨得苦不堪言。事实
上，他们是一群纤维肌痛 （FM） 患者。“临床中这类患者确实
很多，并且误诊率近九成。”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日前联合多
学科专家共同呼吁，为避免误诊，应加强对纤维肌痛的宣教，
提升患者及各相关科室医生对该疾病的认知，并高度重视疾病
的识别与诊疗，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樊碧发教授介绍，纤维肌痛
是一种病因不明、以全身广泛性疼痛以及明显躯体不适为主要
特征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常伴有疲劳、睡眠障碍、晨僵以及抑
郁、焦虑等精神症状。目前认为环境因素包括急性创伤、特殊
感染性疾病及患者社会心理因素等，可能是诱发纤维肌痛的危
险因素。但纤维肌痛并非子虚乌有。研究证实，纤维肌痛为中
枢神经系统相关疼痛障碍，具有明确的病理机制。

据介绍，该病起病机制隐匿，让患者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
疼痛存在，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大部分患者就诊时不能准确
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另外，该病的疼痛呈弥散性，一般很难
准确定位，部分患者甚至说不清究竟哪里疼痛。但该病危害不可
小觑，它不仅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甚至有 46%的患者因病失
业 ，为此负担的医疗资源及成本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当。

樊碧发提醒，当出现不明原因的全身多部位慢性疼痛，同
时伴有躯体不适、疲劳、睡眠障碍、晨僵以及焦虑抑郁等，经
体检或实验室检查无明确器质性疾病的客观证据时，应需高度
警惕纤维肌痛的可能并尽早诊治。

纤维肌痛目前在我国仍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疾病。相关
数据显示，我国纤维肌痛患者首诊误诊率高达 87%。患者常常
需要耗费两年以上的时间、平均看4个医生、在多科室检查后才
能被确诊，甚至有的患者用了10年的时间才能得以确诊。北京
协和医院骨科主任翁习生教授建议，相关科室医生在专注本科
疾病诊疗的同时，应提高对纤维肌痛的认知、筛查和鉴别意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风湿科教授梁东风表示，纤维肌痛
并不是进行性疾病，其症状可以随着时间延长而减轻，同时由
于发病机制明确，通过个体化针对性的对症治疗，可以取得很
好的疗效。目前，针对该病的治疗药物已实现“零”的突破，
全新一代钙离子通道调节剂——“乐瑞卡纤维肌痛适应症”已
在我国获批上市。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和突破，未来纤维肌痛
或将不再是我国难治疗的慢性疼痛性疾病。

安斯泰来制药 （中国） 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将已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的治疗痛风药物菲布力引入中国，经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后进入中国市场，这将为中国痛风患者
带来新的个性化治疗选择。

菲布力被批准适用于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的长期治疗，目
前在中国上市的20毫克规格，不但满足了临床治疗过程中剂量
调整的需求，也为痛风患者治疗提供了更为多样的选择。

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痛风患病人数约 1600
万，多发于 40 岁以上男性，主要表现为严重关节疼痛反复发
作，同时常伴发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等合并症，致死亡
风险增高。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风湿免疫科专家张奉春教授表
示，痛风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虽然目前还不能根治，但能
通过药物治疗、饮食和运动管理予以控制。痛风与高尿酸血症
直接相关，人体摄入的食物有一种物质叫嘌呤，这种物质代谢
后的废物就是尿酸，尿酸是以尿酸盐的形式从肾脏排出，如果
嘌呤代谢出现故障，尿酸就会在体内增多，这些增多的尿酸盐
形成结晶体，沉积在关节及其它组织内，就会引起软骨和滑膜
组织发生急性炎症，这就是临床上的痛风。

针对痛风偏爱中年男性的特点，张奉春强调，痛风与饮
食、生活有很大关系，喝酒、吃高嘌呤食物、剧烈运动等都是
诱发因素，肥胖人群、40岁以上男性，因代谢功能下降，成为
痛风高发人群。

此次上市的全新抗痛风药物非布力，是经肠道和肾脏双通
道代谢，减轻了传统治疗痛风的药物只由肾脏排泄的负担，其
疗效稳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儿童用药成为代表委员
热议的公共卫生话题。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19年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意见稿）》，并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显示，6 月份将印发新版药品
目录，儿童用药被点名为优先考虑调入药品。业界认
为，我国儿童用药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一直以来，我国儿童用药呈现“四少三高”特

点：儿童专用药品少、适用的剂型少、适用规格少、
生产厂家少，用药风险高、不良反应高、资源浪费
高。为了通过政策层面的支持，鼓励企业研发申报儿
童用药，提高儿童用药的可及性，尽快解决“少药”
现状，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将儿童用
药的立法工作提上日程。

全国工商联药业商会的调查显示，在中国6000多

家药厂中，专门生产儿童药品的仅10余家，有儿童药
品生产部门的企业也仅30多家。在儿童用药这个大部
分企业不愿涉足的“冷门”领域，也有一些企业长期
专注、用心于此，将儿童药业务确定为公司的第一战
略。“真正的企业战略，一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
的。‘保障中国儿童安全用药，呵护中国儿童健康成
长’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业务。我们联合卫
计委召开了 《首届中国儿童安全用药传播与发展大
会》，就是在践行小葵花的品牌使命。”葵花药业总裁
关一如是说。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
长、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也曾
提出，儿童药匮乏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
层面对儿童专用药品研发和生产的指导和鼓励，探索
研发儿童用药的投入、补偿机制，并探索制定中国儿
童药品法，用法律固化相关儿童用药的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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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养生秘密——春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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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动力四招

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越大，越容易入睡。
不补觉：打破恶性循环。
不午觉：习惯成自然。
不赖床：不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情，如看手机、看电视等。
适量运动：每天有氧运动1小时，如快走、慢跑、游泳等。

睡眠障碍——

国人应重视的健康威胁
本报记者 喻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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