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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飞絮，春花烂漫，如此美好
的季节里，有些人却高兴不起来。他
们动不动就会猛打一阵喷嚏，清水一
样的鼻涕哗哗流下来，然后是鼻塞和
头昏脑胀。发作时鼻内奇痒，喷嚏少
则几个，多则几十个，鼻涕呈水样，
量多。症状出现迅速，发作快，消失
也快，消失后则如常人。还有一部分
人由于喷嚏严重，引起鼻腔毛细血管
损伤，导致鼻出血，更有甚者发作时
伴有眼痒、结膜充血。这是个全球性
健康问题，困扰着人们的生活——过
敏性鼻炎，亦称变态反应性鼻炎。过
敏性鼻炎在我国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趋势。
现代医学认为，过敏性鼻炎属Ⅰ

变态反应。机体吸入变应原，产生特
异性 IgE 并结合在鼻粘膜的肥大细
胞、嗜碱细胞的细胞膜上，此时鼻粘
膜处于致敏状态；当再次吸入同样的
变应原后，变应原即与特异性 IgE 结
合，从而激发致敏细胞膜一系列的生
化反应，产生以组织胺为主的多种介
质释放，表现为血管收缩，鼻粘膜苍
白，或容量血管扩张，毛细血管通透
性增高，粘膜水肿，副交感神经活性
增高，腺体分泌旺盛清涕如注，感觉
神经敏感性增强导致阵发性喷嚏，症
状呈常年性或季节性反复发作。变应
原是诱导特异性 IgE 抗体并与之发生
反应的抗原。它们多来源于动物、植
物、昆虫、真菌或职业性物质，其成
分是蛋白质或糖蛋白。吸入性变应原
是变应性鼻炎的主要原因。过敏性体
质与基因有关，通常为遗传所致。过
敏性鼻炎患者大多有过敏家族史。

中医将本病归于“鼻鼽”范畴，
《素问玄机原病式》 说：“鼽，出清涕
也 。”“ 嚏 ，鼻 中 因 痒 而 气 喷 作 于 声
也”。鼻鼽，以阵发性鼻奇痒、喷嚏频

作、大量清水涕为特点，伴有鼻塞、目
痒等，分常年性和季节性两类，其病因
为正虚，风邪乘虚而入。鼻鼽一证，主
要责之于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

肺主一身之皮毛，肺气虚寒，卫
表不固，腠理疏松，则风寒异气乘虚
而入，循经上犯鼻窍。《太平圣惠
方》 曰：“肺气通于鼻，其脏若冷，
随气乘于鼻，故使津液浊涕，不能自
收也。”临床常伴有恶风怕冷，气短
乏力，自汗，舌淡胖，苔薄白，脉细
弱。治以益气固表为主，玉屏风散首
选，方中重用黄芪，补肺健脾，固表
敛汗，合桂枝汤调和营卫。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虚弱，气
血生化无源，则肺气也虚，鼻失濡养；
脾气虚弱，运化失司，津液敷布影响，
不能通调水道，水湿上犯鼻窍。临床
上见有鼻塞较重，鼻涕量多，倦怠乏
力，食少便溏，舌淡，苔白，脉濡弱。治
以健脾益气为主，补中益气汤主之。

肾为先天之本，气之根。肾虚，
肾不纳气，耗散于外，上越鼻窍；肾
阳不足，摄纳无权，水湿上犯，可使
清涕连连。《素问·宣明五气论》 提
出：“肾为欠、为嚏”，临床常喷嚏频作，

大量清涕，伴有形寒肢冷，畏寒，腰膝
酸软，夜尿频多，小便清长，舌淡，苔
白，脉沉细。治以温肾固涩为主，首选
金匮肾气丸加仙灵脾。

除了药物，中医还有很多好办法
治疗过敏性鼻炎，最为简单易行的就
是穴位按摩。摩搓迎香穴：迎香穴在
面部离鼻翼两侧 1.5 厘米处。按摩时
用两手的食指按住鼻翼两侧的迎香
穴，分别按照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方向
各摩搓数次，有酸胀感向额面部放射
时为止。经常按摩迎香穴可以促进鼻
周围的血液循环，使气血畅通。按压
合谷穴：合谷穴位于手背虎口处，取
穴时以其中一手的拇指指骨关节横
纹，放在另一手拇、食指之间的指蹼
缘上，拇指尖下即是此穴。按摩时，
两手可以交替按摩，用拇指屈曲垂直
按在合谷穴上，做一紧一松的按压，
每 2秒钟一次，每分钟 30次左右。按
压力量需要一定强度，穴位下面要出
现酸、麻、胀的感觉为好，按压合谷
穴可以有效通鼻，左鼻塞时按压右合
谷，右鼻塞时按压左合谷。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医医院副主
任医师）

北大医学部成立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本报电（朱文赫）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研究院近日在中日
友好医院揭牌。该研究院将实施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院
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
主任詹启敏担任。

据介绍，研究院将依托北大医学的研究实力和中日友好医院的临
床实力，共同搭建推动中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工作平台，实现资源
共享、协同发展。研究院将聚焦慢病发病机制和环节中的共性科学问
题，将渗出相关性疾病、出血相关性疾病、纤维化相关性疾病、黏膜
屏障损伤相关性疾病、自身免疫异常相关性疾病、肿瘤微环境六大类
疾病作为研究院近期的主要攻关方向。

首都南部新建美式高端妇儿医院

本报电（李宏生） 建筑面积两万余平方米的北京嘉禾妇儿医院近
日在北京南部建成。该院遵循国际医院管理标准，以安全、质量为优
先，推行国际母婴护理模式，为孕产妇提供全程医疗保健、健康教
育、婴儿护理及系统的母婴医疗服务。

据悉，该院与美国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美国麻醉医师协会、美
国妇产科医师学会达成合作，共建美式产科、私家儿科、水中分娩、
温柔自然分娩、儿童保健及康复等多学科合作。

蓝宝志愿者牵手来自“星星的孩子”

由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张运院士领衔的“应用通心络干预颈动脉斑
块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于近日在中国
介入心脏病年会上公布。研究结论表明应用通心络治疗可延缓颈动脉
平均内中膜厚度、斑块面积和血管重构指数的进展，减少心血管事
件，且安全性良好。

本项研究是国际上首个中药干预颈动脉斑块的临床循证研究，该
研究证实中药通心络能够安全有效地延缓颈动脉斑块面积和血管重构
进展，用证据和国际公认的评价方法再次证实中医药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研究论文已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子刊《科学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杨跃进表示，斑块的形成不仅仅
造成血管的堵塞，引发心绞痛、心肌缺血等，更重要的是斑块发生破
裂，形成血栓随血液游走，堵住心血管就会发生冠心病、心梗，堵住
脑血管就会造成脑梗塞。因此，对于尚未出现症状的亚临床动脉硬化
人群来说，早期干预动脉硬化、抑制斑块形成、缩小斑块对于心脑血
管病的防治意义重大。这个研究按照国际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原则
和标准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开展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和促进中
医药国际传播提供了范例。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表示，通心络胶囊是防治冠心病心绞痛、
心肌梗死、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病的代表药，目前已在临床运用 20 多
年，每年被数十万名心脑血管病患者服用。早在2009年，国际权威医
学杂志 《美国生理学杂志》 就发表了一篇关于通心络稳定斑块的基础
研究论文，指出通心络可减低血脂水平并抑制系统性炎症，增加血管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防止其破裂。

循证医学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科学、公正的药物疗效评价方法。通心
络胶囊干预颈动脉斑块循证医学研究，是中国开展的第一个中药制剂干
预颈动脉斑块的大样本、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的多中心临床研究。该
研究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一级注册机构进行注册，在
全国 18个省内筛选出 1212例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在临床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通心络胶囊，观测用药2年后双侧颈动脉
内中膜厚度、斑块面积和血管重构指数等指标的变化，该研究成为国际
上样本量最大的中药干预颈动脉斑块循证医学研究。

张运表示，循证研究证实了在亚临床动脉硬化患者中，应用通心
络能够安全有效地减小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斑块面积和血管重构指
数。接受通心络治疗的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显著减少，特别是减少不
稳定心绞痛的发生率。这意味着通心络胶囊不仅能稳定斑块，抑制斑
块形成，而且能逆转斑块对血管带来的不良影响，减少心绞痛、心
梗、脑梗塞等主要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目前我国有约 3 亿烟民和 7.4 亿二手烟受害者，
因肺癌死亡的患者中 80%以上是由吸烟或被动吸烟
引起的。在近日举行的以“更好地控烟，更好地宣
传”为主题的京津冀媒体控烟宣传活动上，中国抗
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
心主任支修益强调，京津冀媒体联合以多种形式加
强控烟宣传，提高公众认知是非常必要的。媒体在

无烟行动中既是传播者、教育者，也是践行者。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

孙佳妮介绍说，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已是世界趋势，
巴西、英国、新加坡都有严厉的禁烟法规。中国有
高达 3 亿人吸烟，是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国，目前
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对在公共场所禁烟表现出
了意愿并做出承诺。为了严格执行 《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6项有效减少烟草使用
的控烟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
政策；保护人们免受烟草和二手烟雾危害；提供戒
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活动并提高烟税。

据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餐厅和写字楼仍为控烟“重灾区”，投诉量较高。北
京市将利用其资源和经验推动周边城市控烟立法，
为京津冀三地政府共建无烟环境提供技术保障。

京津冀健康城市联盟秘书处、北京市疾控中心
控烟办主任段佳丽说，通过多层次的控烟宣传教育、
建立融媒体控烟宣传矩阵、形成立体化的控烟宣传网
络，传播控烟核心知识，京津冀三地将共同打造无烟
环境，推进控烟立法，实现无烟奥运的目标。

《中国肾脏疾病年度科学报告》（简称 《报告》） 近日发布，《报
告》统计了近100万例肾脏疾病患者资料，全面描述了我国慢性肾脏病
和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疾病特征及负担，为肾脏病学学科建设、医学
教育与临床培训、卫生政策制定等提供了数据支撑。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陈江华教授表示，近 30 年来，
慢性肾脏病的死亡率在增加，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如何做出中国的
标准与指南，是一个挑战。根据 《报告》 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糖尿病肾病已取代慢性肾小球肾炎成为我国
慢性肾脏病的首位病因。

陈江华表示，若不在人群范围内给予干预，未来10—20年我国可
能迎来糖尿病肾病导致终末期肾脏病的高峰，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并非缺乏防治技术和手段，而是缺乏科学数据。

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赵明辉介绍，《报告》是中国肾脏疾
病数据网络（CK-NET）的主要产出之一，基于 4个全国大型数据库，详
尽报告了我国慢性肾脏病住院患者的流行特征、心血管疾病特征、医疗
资源利用情况等，以及我国透析患者患病率、发病率、临床诊疗和医疗费
用、肾移植等待名单等。研究结果为肾脏病学学科建设、医学教育与临
床培训的重点以及卫生政策的制订均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

近日，一部都市情感剧 《都挺好》 精彩落幕。
在最后，父亲苏大强出现老年痴呆症前兆，却唯记
攒钱给小明玉买习题集，这一幕引出了许多观众的
眼泪。

其实老年痴呆症是老年群体中比较常见的、对
其生活质量有严重影响的一种疾病，主要症状是记
忆力减退。那么，中医在预防老年痴呆症方面有什
么应对办法呢？重庆市江津区中医院中医脑病二科
主任桂平对此进行了详细解析。

什么是老年痴呆症

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其学名叫阿尔茨海默
病 （Alzheimer disease，AD），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
变性病。它起病隐袭，病程呈慢性进行性，主要表
现为渐进性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障碍、人格改变及
语言障碍等神经精神症状。此病可并发抑郁症、焦
虑症、精神病等。其病变可累及神经、运动、泌尿
等多个系统，导致患者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对家庭
造成较大影响，严重影响社交、职业与生活能力。

中医认为，老年痴呆发病病机多为肾精亏虚。
年老肾精亏虚，先天之本不足，气血化生减少，气
血运化无力，血行不畅而致血瘀，从而加剧人体脏
腑及脑的老化；同时，嗜食肥甘厚味或外邪侵袭，
损伤脾肺，导致痰浊中阻，上阻脑络，蒙蔽清窍，
使清窍失养，神明失调，与瘀、毒互结，阻碍气
机，影响气血运行，从而加重正气耗伤；另外，七
情所伤，肝郁气滞，气机不畅则血涩不行，气滞血
瘀，蒙蔽清窍痹阻；忧思过度，损伤心脾，心脾两

虚，脑失所养，神机失用。总的来说，其病理机制
涉及心、肝、脾、肾多脏，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
之症。

如何预防老年痴呆症

对于老年人来说，脑老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
然规律，如老年人常有记忆减退、职业技能下降以
及行动笨拙、头晕、失眠和各种感觉的轻度下降
等。预防脑老化尚缺乏有效可靠的方法，但勤用
脑、顺心气、巧运动是可以延缓脑老化并对老年痴
呆预防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

中医认为，老年痴呆症病位虽然在脑，根源却
是心、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尤其与肾关系密
切。脑为髓海，肾藏精、主骨、生髓。肾中精气充
足则髓海生化有源，脑力强健。随着人体衰老，肾
精不断衰减，致脑力减弱、迷糊善忘。“心者，君主
之官也，神明出焉”，意思是说人的记忆、认知、情
感和语言由心主宰。“脾藏意”，意思是说思考、记
忆是以气血为基础，故脾胃健运、气血充盛则记忆
力旺盛、思维敏捷；反之，则记忆力减退，思维迟
钝。因此，老年痴呆症与心、脾、肾密切相关。治
疗上既要治脑，也要治病求本，多采用补肾益精、
健脾化痰、养心安神、疏肝理气、清热泻火及活血
通络等治法。

经长期研究证明，患此病的因素与人们平时的
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因此预防老年痴呆应从日常
做起。如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休息习惯和用脑习
惯，尽量避免患上一些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

尿病，还应控制血脂、避免脑外伤等。同时还要保
持心情舒畅，避免压力过大。

对老年痴呆患者，一般可采用综合性预防治疗
措施，包括药物疗法、饮食疗法、体育疗法、情志
疗法、娱乐疗法等，其具体方法十分丰富，要因
人、因时而宜。药物疗法主要指服用抗衰老益智健
脑之品，如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等制品，饮食
疗法方面可辅以山药茯苓糕、核桃、芝麻及何首
乌、山楂羹等，但要在医生指导下适量适时应用，
切不可滥用。体育疗法指的是要坚持适当锻炼，参
加户外活动，如气功、太极拳、老年交谊舞或简单
有趣的群体活动项目，保持身心健康。情志疗法和
娱乐疗法的内容广泛，包括听广播、听音乐，看电
视，经常与老朋友、老同事交谈，以及对语言、肢
体功能障碍的恢复训练，均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病。

日常坚持中医的 3 种方法亦可以预防老年痴
呆。一是灸头顶。将艾条一端点燃，悬于百会穴

（头顶正中） 上 5～8厘米处温灸，每次 10分钟，每
日 1 次。艾灸百会穴有醒脑开窍的功效，增强记忆
力，提高大脑的灵敏度，可远离老年痴呆。二是掐
脚背。用一侧手的大拇指掐同侧的太冲穴 （足背第
一二跖骨结合部前凹陷处），力度以感觉微痛为宜。
每次3分钟，之后换手操作，每日2次。掐太冲穴可
使脑内乙酰胆碱酯酶降低，增加乙酰胆碱分泌，提
高大脑空间位置感知能力，延缓老年痴呆进程。三
是揉手背。用一侧手的大拇指按揉另一侧手的合谷
穴 （手背第一二掌骨之间，约平第二掌骨中点处），
力度以感觉微痛为宜，每次 3 分钟，之后换手操
作，每日1次。按揉此穴可增强大脑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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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病死亡率增加
珏 晓

为什么春季易发过敏性鼻炎？
王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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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八成肺癌死亡患者由吸烟引起
刘 芝

图为中建三局蓝
宝志愿者近日来到青
岛西海岸特殊教育中
心，与“星星的孩子”
牵手，呼吁社会关注
自闭症群体。志愿者
穿起了蓝宝服装，充
当可以实现愿望的吉
祥物，与孩子们一起
互动游戏。

（魏勤英 潘健）

六类人是高危人群

孤独高龄老人 老年人年纪越大越容易患老年痴
呆症。若老人本身不爱与外界交流，会感觉到孤独，容
易情绪低落、悲观、抑郁。这类孤独型老年人特别容易
患上老年痴呆症。

“三高”患者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类人群
容易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使脑部供血不足，影响
脑部正常工作，导致大量的神经细胞衰弱，脑萎缩严
重，加快老年痴呆症的出现。

肥胖的人 身材发胖容易患上代谢症候群的同时

也很有可能成为“三高”人群，在日后很容易患上老
年痴呆症。

喝酒抽烟的人 长期饮酒容易出现肝衰竭，而肝的
损伤也会让大脑的循环受到影响；其次抽烟会在人的
体内积聚很多有害物质，使大脑供血出现异常，损伤脑
组织，加速大脑的老化，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

遗传性 老年痴呆症会有家族遗传性，若家中有人
曾患过老年痴呆，后代患老年痴呆症的几率会增大。

脑部有损伤的人 脑部曾经受过伤或者脑部有过
疾病的人，大脑都会受到伤害，导致患老年痴呆症的
几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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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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