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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近年
来，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逐年增高，并呈年轻化
趋势，已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性疾病。由
高尿酸血症引发的痛风患病率也呈明显增长趋势，据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痛风患病率约为 1.1%，
患病人数约1600万。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
员、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小峰教授表示，
目前该病虽然还不能根治，但可以通过药物治疗、饮
食和运动管理予以控制。

痛风是怎么形成的

痛风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与高尿酸血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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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在关节以及其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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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多发于 40岁以上的男性，主要表现
为严重的关节疼痛反复发作。患者常伴发高血压、慢性
肾病、糖尿病等合并症，引起死亡风险增高。

为什么这种病叫痛风呢？顾名思义就是说痛得连
风吹过身体都会感觉到疼痛，由此也可看出此病的疼痛
程度。

痛风首次发作时，主要表现为急性关节疼痛，大
多数患者在夜间或清晨突然出现第一跖趾 （脚拇指）
关节剧烈疼痛。急性期后会出现间歇性发作，如果不

及时治疗，会发展成慢性痛风性关节炎，影响肢体运
动。晚期痛风病人的高血压、肾和脑动脉硬化、心肌
梗塞风险增加，少数病人可能死于肾功能衰竭和心血
管意外。

针对痛风偏爱中年“油腻大叔”的特点，有关专
家解释，痛风与饮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喝酒、高
嘌呤食物、剧烈运动等都是诱发因素，肥胖人群、大
口吃肉、大口喝酒的 40 岁以上男性，因代谢功能下
降，成为痛风高发人群。而女性因为体内的雌激素有
助于尿酸的排出，所以到绝经后发病率才会增加。

痛风治疗达标率不足四成

痛风急性发作带给患者极大的痛苦和不便，严重
影响其工作和生活。痛风作为代谢性疾病，加强对生
活的长期规范化管理、控制血尿酸水平持续达标，不
但对于痛风患者的疾病控制至关重要，也是目前亟待
解决的医学挑战。

根据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中国痛风疾病数据显
示，痛风患者治疗4周、12周和24周的随访率依次降
低，分别为20.7%、10.8%和3.9%，即能坚持半年随访
的痛风患者不足4%。与此同时，痛风患者的降尿酸治
疗达标率在用药半年后也仅有38%。

随着风湿免疫学科的发展，我国的痛风治疗水平
快速提升。相比较 85.7%的初诊正确判断率，临床医
生面临着对痛风患者长期管理的 3大挑战，即如何做
好急性发作期的正确处理；如何提高痛风患者的血尿
酸持续达标率以及如何提升痛风患者用药依从性。这

些挑战的存在，除了目前医学还不能根治痛风这个原
因外，还与传统抗痛风药物副作用大、剂量不好把
握、治疗效果不好有很大的关系。首次在中国上市的
20毫克和40毫克非布司他片，为医生和痛风患者提供
了更好的初始剂量选择以及灵活的剂量调整阶梯，有
助于治疗期间逐步平稳降低血尿酸的水平。

专家提醒，高尿酸血症并不等于痛风，实际上在
高尿酸血症者中只有 10%左右的人可能被确诊为痛
风，而另外 90%的高尿酸血症者都不是痛风。高尿酸
血症的人可能不是痛风，但是确诊为痛风的人必然有
高尿酸血症。

痛风治疗关键是控血尿酸

痛风与高尿酸血症直接相关，而且长期高尿酸血
症还会引起或加重其他多器官损伤，并发肾脏病变

（急性尿酸性肾病、慢性尿酸盐肾病、肾石症）、高血
糖、血脂紊乱、高血压、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及卒中
等。因此，痛风治疗，调控好血尿酸水平是关键。以
往治疗痛风的药物主要是别嘌醇，别嘌醇 90%是经肾
脏代谢的，会增加痛风患者肾功能的负担，所以很多
肾功能受损的患者，无法采取别嘌醇类的药物治疗。

目前，全新的抗痛风药物非布司他是经肠道和肾
脏双通道代谢的，减轻了肾脏代谢的负担，所以轻中
度肾功能不全患者在经非布司他治疗时，无需调整剂
量，疗效更加稳定。与别嘌醇相比，非布司他的适应
症更广，降低尿酸的作用更强大、持久，因此被国内
外许多患者称作“痛风神药”

《孕期和哺乳期钙营养白皮书》 近日发布，为中国孕期及
哺乳期女性提供钙营养摄入行动指南，从钙营养科普教育出
发，助力中国妈妈实现健康孕育。

通过调研近万名用户，还原中国家庭在孕期及哺乳期的钙
营养补充现状，国内知名儿科医生崔玉涛表示，提供专业权威
的补钙知识和选钙标准，补充足够的钙，对保障母体骨健康和
胎儿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调查历时 1 个多月，面向 8000 多名孕期与育儿期家
长，展开不同维度的调研，数据充分，可信度高。钙是人体最
重要的元素之一，孕妈妈的钙营养状况直接影响孕妇的健康和
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然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孕妈妈
与哺乳期妈妈的缺钙问题非常突出，高达81.2%的中国孕妈妈有
缺钙症状，而41.3%的中国哺乳期妈妈也有缺钙症状。

此外，膳食营养不均衡，膳食中的钙量不足也是孕妈妈们
易出现缺钙症状的重要原因。牛奶是膳食钙的重要来源，但调
研显示，只有不足 47%的调查对象在孕期会坚持喝牛奶，有超
过8%的用户几乎不喝牛奶。

妇产科专家陈春玲在解读报告时表示，中国孕妈妈和哺乳
期妈妈的钙缺口非常大，骨健康存在严重的隐患，长期缺钙不
仅影响孕妈妈，还会让宝宝陷入缺钙的风险中，必须引起重视。

补钙在我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几乎每一个妈妈从备
孕期就已经意识到补钙的重要性，但坚持补钙的人却比较少，
经常是补着补着就中断了，等出现抽筋、腰酸背疼等情况时才
想起来接着补，但这时候往往有点晚了。

专家建议，孕产期钙营养的补充标准，需要从孕期到哺乳
期，分段补钙1000天。不同阶段，人体对钙的需求不同，从孕
早期开始，一直到哺乳期 720 天，需要进行持续 1000 天的钙补
充。其中，孕晚期、哺乳期钙需求量很高，尤其需要进行充足
的补充。对于钙补充剂的选择需要看准：安全、高效、便捷、
防便秘等几个点。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全球首个全人源“双靶
向”白细胞介素12和白细胞介素23抑制剂喜达诺，即乌司奴单
抗注射液，已在中国上市。据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前主
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建中教授介绍，喜达
诺是一款具有创新给药模式——维持期每3个月皮下注射一次的
生物制剂，用于治疗成年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患者。

银屑病是一种以红斑、鳞屑为主要表现的慢性、复发性、
炎症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650万的银屑病患
者，其中80%—90%患者是斑块状银屑病，约30%的患者是中重
度斑块状银屑病。银屑病对患者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需要积
极治疗。

作为国内首个获批的生物制剂，喜达诺的上市为国内中重
度斑块状银屑病患者提供了一种全新、长效、便捷的治疗选
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李承新教授表示，生物
制剂的应用给银屑病的治疗带来了重大变革。与传统系统性疗
法不同，它针对性地阻断引起银屑病患者皮肤细胞过度增生的
特定免疫环节。作为生物疗法中的佼佼者，喜达诺在全球拥有
逾10年的临床使用数据，已在世界上89个国家获批使用。

国内最大专病医联体成立

本报电（朱文赫）“国家远程医疗中心糖尿病互联网联盟暨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内分泌和糖尿病学分会”近日成立。目标是
打造国内最大的内分泌和糖尿病互联网医联体，成为远程会诊
及查房、远程培训、远程就诊、远程慢病管理的国家级平台，
造福于广大患者，特别是医疗资源不发达地区的患者。

据介绍，本次大会由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主办，作为国家远
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的依托单位，中日友好医院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牵头成立了国家远程医疗中心糖尿病互联网联盟，
同时在国家一级社团组织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下成立了白求恩精
神研究会内分泌和糖尿病学分会。目前成员单位750家，预计1
年内扩充至2000家。

健康中国急救公益论坛举行

本报电（南 南） 2019 （第十届） 健康中国急救公益论坛近
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责任·重构未来——守护生命·从心开
始”为主题，围绕“心脑血管急救体系的建立”“社区和家庭在
急救生命链中的重要性”等议题展开讨论。

据介绍，健康中国急救公益论坛已经在全国开展急救、自
救、互救公共安全科普主题活动20000多场，共有200多万人接
受了心肺复苏技能教育培训，直接受益家庭达100多万户，其中
参与急救科普培训的医疗专家达500多人、全国家庭急救员培训
志愿者达20000多人。

首届京东方中美护理论坛举办

本报电（毛婷婷） 由京东方健康服务事业群和安徽省护理
学会联合主办的中美护理论坛近日在合肥举办。本届论坛以

“安全·精细·智慧·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健康事业的发展现
状及未来趋势。

论坛内容包括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创
新运营模式，为客户提供最佳体验的诊疗服务，探索护理建设
的新路径。

防螨新品打造睡眠新体验

本报电 （闫新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防螨”“除螨”
成为消费者追求睡眠质量与服务的新需求。由慕思寝具联合中
国睡眠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新睡眠·新经济——2019世界除螨日
暨慕思M2 PLUS发布会”在京举行。与会者共同呼吁社会正视
螨虫危害，探讨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满足人们的睡眠新需求。

“细剪冰蘼屑麝台，双含风露落琼
瑰。分明洗砚匀笺侧，长见笼香翠袖
来。” 诗中用白色的蘼芜和麝香的细末
来比喻木香的香浓之气，可谓传神之
至。木香，芳香气烈而味厚，是一种常
见的中草药，为菊科植物木香的干燥
根。木香性温，味辛、苦，归脾经、三
焦经和大肠经，具有健脾和胃、消食、
行气、止痛、调中导滞等功效，对于脘
腹胀痛、食积不消、嗳气、呕吐、泄
泻、里急后重、食欲不振、牙痛、蛇虫
咬伤等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本草》 称
它是治气之总药，和胃气、通心气、降
肺气、疏肝气、快脾气、暖肾气、消积
气、温寒气、顺逆气、达表气、通里

气，管统一身上下内外诸气。
相传清代光绪年间，山西道监察御

使李慈铭曾因夜感风寒而全身不适，肠
鸣腹泻。第二天一早，李慈铭请城中名
医前来诊治，医生问明病情后，笑捋白
须，自药箱中取出一瓶药丸，让李慈铭
以浓米汤饮下 20 粒。过了一会儿，李
慈铭的腹泻就止住了。两天后，病即痊
愈。李慈铭问医生所用何药，医生回答
说：“此药就在大人洗砚池旁。这种叫
木香的花木，行气止痛、实肠止泻。用
其根与黄连做成药丸，即是大人所服之
药”。作为光绪进士、著名文史学家的
李慈铭看着如白丝缎织就的瀑布般的木
香花，欣喜不已，提笔做了本文开头的

这首诗。
香连丸由黄连和木香两味药物组

成，故名“香连丸”。它具有清热化
湿，行气止痛之功效。主治大肠湿热所
致的痢疾，症见大便脓血、里急后重、
发热腹痛、肠炎、细菌性痢疾。方中的
木香辛行苦降，善行大肠之滞气；方中
的黄连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木香与黄
连相伍加强行气止痛之功。

木香顺气丸也是含有木香的理气经
典方剂，方中以木香疏肝理气，和中止
痛为君药；厚朴、青皮行气燥湿，散结
消积；香附、枳壳、槟榔行气导滞宽
中；陈皮、砂仁理气化湿和中；苍术燥
湿健脾，共为臣药。甘草为使，调和诸

药。全方配伍，共奏行气化湿、健脾和
胃之功。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中医医院副主
任医师）

《孕期和哺乳期钙营养白皮书》发布

助力中国妈妈实现健康孕育
蒋 敏

痛风患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止服药治疗

为之中不同的症状，对血尿酸值控制要求也不一
样，作用更强大、持久。痛风治疗的长期管理非常关键。

很多人在急性疼痛时用药物治疗，一旦疼痛减轻、进
入间歇期就停止用药，从而导致痛风反反复复地发作。这
说明患者对于痛风的认识程度较低，依从性比较差。

应该认识到，痛风是一种慢性病，需要坚持治疗，
甚至终身服药。而临床中不同的症状，对血尿酸值控制
要求也不一样。因此，什么时候用药减量，什么时候停
药，都得听从医生的诊断，不可擅自为之。

痛 风

不能根治不能根治 可以控制可以控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链接▶▶▶

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首席执行官塞斯·伯
克利博士 （Dr.Seth Berkley），出席了不久前中国博鳌
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日前他在北京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健康论坛大会的举行是及时并
成功的，他在大会上提出：“没有健康就没有更好、更
多的发展，没有健康就没有未来。”他说，在过去几十
年里，中国在卫生健康领域作出了很大成就。

在谈到与中国的合作时，塞斯·伯克利博士说，
GAVI 与中国已有多年合作历史，他将双方的合作形
容为“全面的伙伴关系”。

早在 2000 年，GAVI 就开始支持中国在中西部贫
困县进行肝炎疫苗的引进工作，当时中国大约有 10%

的儿童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因此造成30余万人因
肝癌死亡。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把乙肝疫苗纳入
常规疫苗免疫规划，时至今日，乙肝携带者在中国已
不足10%，这对于GAVI和中国政府来讲，都是一个巨
大的成就。

在帮助中国引进疫苗的同时，GAVI 也从中国采
购由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脑疫苗。至此，中
国从一个受援国身份转变为疫苗提供商的身份，GAVI
将从中国采购的乙脑疫苗，再转交给东南亚一些国家
的儿童接种。GAVI 在世界上只采购通过世卫组织预
认证的疫苗，而乙脑疫苗就是中国第一支通过世卫组
织预认证的疫苗。目前，中国已有 4支疫苗通过了世

卫组织的预认证。到 2015 年，中国又从受援国变成
GAVI的出资国，全面支持GAVI的工作。

除此之外，GAVI 还与中国企业有着紧密的合
作：购买大连的冷链设备；购买青岛澳柯玛专门储备
疫苗的冷藏箱；与腾讯在技术领域和创新领域的合
作；与招商局集团合作，为非洲儿童提供疫苗免疫接
种……“所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全面的
伙伴关系”，从政府到企业再到疫苗厂商。” 塞斯·伯
克利博士表示。

谈到与中国合作的前景时，塞斯·伯克利博士说，
自 2013 年开始，GAVI帮助中国的疫苗企业了解世卫
组织预认证的具体程序，帮助其熟悉预认证工作，希
望通过具体方法，能有更多疫苗生产厂商成为世卫组
织的预认证企业，为 GAVI 提供更多、更好的疫苗，
帮助建立全球更健康的疫苗市场。

塞斯·伯克利博士最后表示，中国政府的“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这两个项目，参与其中的很
多国家也是GAVI支持的国家，因此，中国与GAVI仍
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从受援国到提供商，再到出资国——

中国不断加深与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合作
本报记者 喻京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