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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秒激光小切口透镜取出术
中国超 100 万例近视患者受益
辛剑锋

哮喘病：无法根治
哮喘病：
哮喘病
：无法根治 但可控制
珏

5 月 18 日是世界哮喘日，世界卫生组织将今年的
主题定为“全程管理，控制哮喘”。相关数据显示，目
前全球约有 3 亿人患哮喘病，中国约有 3000 万哮喘病
患者。哮喘带来的疾病负担与肝硬化、精神分裂症等
疾病相当，它甚至可以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而
且哮喘至今仍然是不能根治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专家
提醒，当前气温变化大，因此也是哮喘病复发的高峰
期。只有有效预防、规范治疗、加强管理，才能控制
和降低哮喘病的发生。

哮喘病与遗传和过敏有关
哮喘是以慢性气道炎症为特征的呼吸道疾病。哮
喘患者气道常常会有 3 类问题，气道阻塞、产生炎症、导
致气道高反应性。哮喘本质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
病，主要表现包括反复发作的喘息、气急，同时伴有或不
伴有胸闷、咳嗽，夜间及早晨为多发期，常与天气变化、
或冷或热、物理或化学性刺激以及上呼吸道感染、运动
等有关。上述症状可经治疗缓解或自行缓解，但严重者
可能会因窒息而致死，其病因包括遗传、过敏等。
据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呼
吸中心主任医师刘国梁介绍，一旦确诊为哮喘，应尽
早开始规律地进行控制治疗，才能取得最佳疗效。目
前哮喘治疗的主要措施是吸入控制药物治疗。近期北
京等地杨柳絮纷飞，导致季节性花粉过敏患者大幅增

晓

多，这些杨柳絮一旦被吸入呼吸道，就会加重哮喘症
状。因此，建议哮喘患者加强个人防护，出门佩戴口
罩或减少外出，尤其要坚持规律用药，过敏症状严重
者可以进行抗过敏治疗，或在过敏季节到来之前提前
进行脱敏治疗。

哮喘需规范治疗全程管理
哮喘防治的关键是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全程管
理。哮喘治疗不规范的主要原因是公众对吸入药物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全程管理的关键措施是提高哮喘病
的监测水平，包括规范监测肺功能、肺部听诊以规律
控制药物使用等。
专家表示，哮喘是由气道慢性炎症引起，导致支
气管收缩，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咳嗽、气喘等不适
症状。能否有效控制哮喘，与患者自我管理有很大关
系。因此，哮喘患者要正确认识疾病，应认识到哮喘
是可以控制的，并了解正确的治疗方法，主动参与到
哮喘控制和管理中来。
以下 3 个方面对哮喘治疗有很大帮助：
首先，哮喘患者需要记好“哮喘日记”，内容包括
当天气温、气压、饮食、运动、生活环境和工作状况
等，并做好当日用药、剂量和病情评估的记录，以便
及时、客观判断哮喘病情的变化。其次，哮喘患者需
知悉诱发哮喘的危险因素，并能够针对不同状况采取

诱发哮喘因素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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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因素 哮喘患者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的过敏
源，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哮喘发生。尘螨、猫
狗等动物的皮垢、霉菌、花粉、牛奶、禽蛋、蚕
丝、羽毛、飞蛾、棉絮、真菌等，都是引发哮喘的
重要过敏原，家中的被褥、床垫容易聚集螨虫，因
此建议平时勤换勤洗，尽量放在太阳下暴晒。
非特异性理化因子 如吸入烟、尘和植物油、汽
油或油漆等气味以及冷空气，可刺激支气管黏膜下
的感觉神经末梢，反射性地引起迷走神经兴奋和咳
嗽，在气道高反应的基础上导致支气管平滑肌痉挛。
微生物感染 感冒和上呼吸道感染是最常见的
诱因，季节或气候多变时更为明显。呼吸道感染，

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新药获批上市
喻京英
拜耳公司近日宣布，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新药唯
散宁在中国获批上市。该药可有效减轻疼痛、缩小病
灶、降低术后复发率，可以长期安全使用，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妇科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周应芳教授表
示，育龄女性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主要易感人群，尽
管手术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复发
率高，术后的药物治疗很重要。

不同的预防和处理措施。第三，要尽量避免接触哮喘
的发作因素，掌握正确的药物吸入方法，特别是干粉
吸入粉剂、定量气雾剂、储雾罐、雾化器等吸入装
置；针对日常治疗和急性发作，选择合适的医疗资源。

哮喘虽不能治愈却可控制
科学认识哮喘，消除对哮喘治疗和预防的误区，
让哮喘病患者更好地管理哮喘。
每个患者的症状可能有所不同，有些患者唯一的症
状只是慢性咳嗽，特别是在夜间；而有些患者则会在运
动后出现胸部紧迫感、气短或喘憋；还有些患者在接触
过敏原或烟雾后，会出现持续的喘息；有些青春期少年
因为学业压力，产生紧张情绪而发生哮喘……
春季是柳絮飞扬、花粉飘散的季节，这对过敏的
人群而言，威胁很大。到了秋季，残留在床单、被罩
上的蟑螂、螨虫的尸体，也是导致哮喘的重要因素。
除了季节的变化，哮喘还与上呼吸道感染 （也就
是感冒）、过敏原的暴露、剧烈运动、大笑大哭、气候
变化等有关。
哮喘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不断地加以治疗，
千万不能擅自停药。哮喘管理的长期目标是控制好哮
喘，即使得了哮喘，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参加各种运动，
同时减少未来哮喘急性发作的频率，减轻气流受限的症
状，以及减少治疗药物带来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

尤其病毒感染更易引致小儿哮喘发作。
过度劳累 突击性强烈的或长时间的体力劳
动，紧张的竞技性运动，均可诱发哮喘。哮喘患者
平时尽量不要过度劳动，运动要适度。
精神因素 情绪波动可以成为诱因，诸如忧
虑、悲伤、过度兴奋甚至大笑均可导致哮喘发作。
职业性因素 这方面涉及面广，如制药工业、
化工企业的工人，对某些药物或原料过敏，医护人
员对某些药物过敏等。
气候因素 天气突然变化或气压降低，都可激发
支气管哮喘发作。因此，哮喘患者一定要注意天气变
化，及时保暖、添加衣物。
综上所述，哮喘病人应做以下预防：体育锻炼；呼
吸调整；避免诱发因素；饮食调养；食药预防。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子宫内膜生长在宫腔以外的部
位，这种异位的组织随月经周期而出血脱落。常见部
位是卵巢、子宫肌层和子宫周边组织。约有 5%到 10%
育龄女性会受此状况影响，导致渐进性痛经、慢性盆腔
痛及性交痛等不同种类的疼痛，有时甚至是重度疼痛，
还可能影响生育能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长期管理是
减轻和消除疼痛、促进和保护生育能力、降低和减少复
发、警惕和早期发现恶变，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唯散宁是全球首个专为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而研
发的孕激素，目前，该药已在 90 多个国家获得上市许
可，累计使用量每年超过 1500 万女性患者。

中医治郁证
王红蕊
从前，齐国的国王生了一种怪病， 不治自愈，不必再服药了。我犯了辱君
终日昏昏沉沉，蒙头大睡，叫也叫不
之罪，大王要处死我，我也预料到了。
醒。经皇宫里的御医治疗，仍不见好
不过，我有个请求，不要杀我的头，把
转，文武大臣急得团团转。正在大家都
我罩在大钟内闷死好了。”皇后和太子
想不出好办法时，有个太监说：“听说
把扁鹊的要求回报了齐王，齐王同意
扁鹊是个神医，何不请他来看看，也许
了。扁鹊被罩在钟内，知道时间一长就
可以治好。”
会被闷死，就用手在钟边掏出一个通气
皇后和太子立即派人把扁鹊请来。 孔道，然后端坐在钟内静气养神。
扁鹊看了看齐王，搭了搭脉说：
“ 大王的
3 天以后，齐王的病完全好了，想起
病可以治好。不过，我治好了大王的病， 被他下令处死的扁鹊，心中十分后悔，便
大王会处死我的。”皇后和太子连声说： 同皇后和太子一同来到钟旁，叫人把大
“哪有这个道理，你治好了大王的病，一
钟吊起来。只见扁鹊正端坐养神、面色
定要重重赏你，哪会处死你呢！”扁鹊说： 红润、安然无恙，齐王见了很是惊讶。
“既如此，隔几天我再来。”
皇后和太子问扁鹊为什么要用那样
一 天 ，天 下 大 雨 ，扁 鹊 来 给 齐 王 看
粗野无礼的方法给大王治病，扁鹊说：
病。他冒雨步行，弄得一身是泥水。走 “大王之病，乃因操劳国事过度，把许
进皇宫，来到齐王寝宫，只见齐王仍然蒙
多烦恼之事闷在心头，积郁成疾，名为
头大睡，叫了几次也没叫醒。扁鹊一不 ‘郁症’。这种病只有激发他生气狂怒，
脱鞋，二不脱衣，就趴在了齐王床上，把
把胸中的积郁发泄出来才会好。”齐王
齐王推过去翻过来地折腾开了。齐王睁
听了，夸赞道“真是神医呀！”于是，
开眼睛一看，只见一个浑身泥水的人趴
厚赐了扁鹊。
在床上摆弄他，顿时勃然大怒、破口大
何 为 “ 郁 证 ”？ 中 医 认 为 ， 郁 者 ，
骂。速叫人，把扁鹊拉出去斩首示众。 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
皇后和太子上前求情。齐王根本不听。
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
扁鹊对皇后和太子说：“大王病已
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郁病有六

种，即气郁、血郁、痰郁、火郁、湿
郁、食郁。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
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
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喘，寸口
脉沉滑；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
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
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
脉平和，气口脉紧盛者是也。我国元代
著名医家朱丹溪认为，人身诸病，多生
于郁。在现代人的身体中郁结不少，各
种情绪的郁结，各种肥甘厚味的郁结，
各种不运动导致的痰湿的郁结，各种气
血的凝滞瘀阻等。
中医治疗郁证的方法很多，有像扁
鹊那样的以怒治郁的方法，也有用药物
治疗的方法。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治疗
郁证的经典方剂---越鞠丸。越鞠丸最
早出现于 《丹溪心法》，“越鞠”即发越
鞠郁之气的意思，由苍术、香附、川
芎、神曲、栀子五药组成 ，其中香附
理气解郁止痛，治气郁为君药；川芎为
血中气药，旁开郁结，治血郁；栀子泻
火除烦，治火郁；神曲消食和胃，治食
郁；苍术燥湿健脾除痰，治湿郁；诸药
合璧，共奏行气机，解诸郁之效。人以

气为本，气和则病无由生。若喜怒无
常，忧思过度，或饮食失节，寒温不适
等因素，均可引起气机郁滞。气滞则肝
气不舒，肝病及脾，脾胃气滞，升降失
常，运化不行，故见胸膈痞闷，脘腹胀
痛，吞酸呕吐，饮食不消等症。肝郁气
滞，气滞则血行不畅，或郁久化火。脾
运失司，聚湿生痰，或食滞不化。故
气、血、火三郁责在肝胆；湿、痰、食
三郁责在脾胃。病虽言六郁，但侧重于
气郁为主。治疗时应以行气解郁为主，
使气行则血畅，气畅则痰、火、湿、食
诸郁自解。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
医师）

目前，眼科领域的近视普通矫正技术已被多数人所熟知，
然而其微创术式之一——小切口透镜取出术 （SMILE），又称全
飞秒 （SMILE） 技术知道的人却很少。其实该技术在中国临床
应用已进入第 10 年，并在国内各大医院“开花结果”，已有超过
100 万近视患者借此恢复正常视力。在该项近视矫正技术的临床
经验、基础研究和前沿拓展等方面，中国已走在国际眼科学屈
光外科的前列，并受到国际同行称赞。
据亚太近视眼学会常委、中国微循环学会眼专业委员会屈
光学组副主任委员周行涛教授介绍，国际学者依托诺贝尔奖的
核心物理原理所发明的这项医疗技术，被称为飞秒激光小切口
透镜取出术，2010 年第一次被引进中国。它是按照目标矫正屈
光度数、角膜帽深度等进行参数设置，按照预设参数在角膜层
间实施两次不同深度的激光扫描，制作 3D 组织透镜，再通过分
离经 2 毫米微切口取出透镜。这项眼科技术与在中国已开展 20
多年的准分子激光 PRK、LASIK 等激光手术一脉相承，具有快
捷恢复、微创高效等特点。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周行涛团队取得 SMILE 术中质量控制
技术的重大突破，其发明的新方法被命名为“SMILE- CCL”。
经过对 SMILE 手术 3D 透镜组织进行反复研究和探索，把本该
“废弃”的手术中所取出的小小透镜，在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后，用于部分圆锥角膜与角膜营养不良的临床治疗，在国际上
独创新疗法，改善屈光度的同时，也加厚加强角膜，同时解决
了阻止和延缓疾病复发的国际难题。
目前，全球近视人口高达 20 亿，其中我国近视人口达 4.5
亿。在近视眼防治的严峻形势下，近视手术的每一术式都发挥
了良好作用。据近日举行的美国白内障屈光手术年会发布的信
息，全球利用 SMILE 技术矫治的近视眼恰好超过 200 万。中国
在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与研究方面已超过其他国家，全球 600 多
篇相关论文中，中国同行撰写的占一半以上。周行涛教授是中
国第一个做飞秒透镜手术的医生，被德国和美国屈光手术专家
称赞为“中国的骄傲”。

精准检测构筑生殖健康防线
叶 子
性传播感染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造成的危害深远，除感染
本身的直接影响外，还可能引发多种严重疾病。目前，全球有
数亿人患有性传播感染，其中，沙眼衣原体 （CT） 感染与淋病
是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在我国，健康人群中 CT/NG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且多发于
性活跃的中青年育龄人群。由于 CT/NG 感染大多呈隐性感染，
往往难以引起重视，更容易造成进一步传播。为此，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启动 CT/NG 感染
综合防治项目的试点工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祥生教授介
绍说，2018 年 1 月，深圳市启动了 CT/NG 感染综合防治项目，
将已有的试点地区经验进一步在深圳市范围内推广。通过为育
龄期男女提供 CT/NG 免费筛查及时发现感染，并给予有效治
疗。在预防 CT/NG 感染导致不良结局的同时，控制 CT/NG 的
进一步传播。希望深圳经验和深圳模式能对其他省市的项目开
展有借鉴意义。
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WHO 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
赵更力主任表示，生殖道感染导致的阴道炎、宫颈炎、盆腔
炎、不孕症、早产流产等在女性中极为常见，而 CT/NG 感染是
生殖道感染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在我国，《孕前和孕期保健指
南 （2018 版）》 中要求将 CT/NG 作为孕前和孕早期备查项目。
加强育龄期、孕产期人群的 CT/NG 筛查，对实现 CT/NG 感染
防控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而生殖道感染防控的关键就是在女性
全生命周期进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实施“全周期、全过
程、全方位”的妇幼健康服务。
专家提醒，CT/NG 感染者若未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无论
对于女性还是男性，都可能带来长期健康问题。此外，CT/NG
还可能通过母婴垂直传播，引起胎儿/新生儿感染，导致结膜
炎、肺炎等疾病，对不孕症的防治及优生优育带来巨大威胁。
因此，尽早进行 CT/NG 筛查，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并切断传染
源至关重要。

中德共建质子治疗临床新高地
本报电 （佘潇冰） 山东省肿瘤医院与瓦里安医疗近日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领先世界的肿瘤放射治疗
——质子治疗在中国的临床应用和科研发展，为中国患者提供
更先进的肿瘤放射治疗。
据介绍，瓦里安质子业务研发基地及制造工厂位于德国北
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托尔思多夫。目前瓦里安为全球 26 个领
先的质子中心提供设备和服务，其中 10 家中心已投入临床运
营。根据协议内容，此次双方将在质子治疗领域开展技术创
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临床应用规范、大数据研究等多方
面的合作，包括共建质子临床培训学校、制定中国质子治疗临
床应用规范、开展质子治疗大数据、AI 技术以及下一代技术
Flash 的研究等。

泰州医药城力求服务精准化
本报电 （记者赵树宴） 地处江苏省中部支点城市泰州市的
中国医药城从启动建设以来，始终把专业化服务作为核心资
源，构建起全国唯一的部省共建机制，用便捷的药品注册服务
体系、完备的公共服务平台支撑体系、周到的高端人才服务体
系和健全的创业融资服务体系，紧密对接企业需求，力求服务
精准化。
经过 10 年耕耘，中国医药城已经形成了疫苗、抗体、诊断
试剂与高端医疗器械、化学药新型制剂、中药现代化和保健品
化妆品六大特色产业集群。今后将继续发挥创新优势，吸引高
端人才，推进中国医药城孵化器平台规划建设与机制创新，加
快新药的开发与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