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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 《柳叶刀》 发表了中国学者完
成的 《中国成人哮喘流行状况、风险因素与疾病管理现状》
研究结果，明确了我国成人哮喘流行现状，即我国20岁及以
上人群哮喘患病率为4.2%，患者总数达4570万，远超以往估
计，且哮喘患者诊断率和治疗率较低。该项目研究负责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
心主任王辰院士指出，在我国哮喘是常见病、多发病，已经
成为主要的、亟待认真面对和解决的公共卫生与医疗保健问
题之一。

据悉，该研究的牵头单位包括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
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首都医科
大学呼吸病学系。研究显示，我国20岁及以上人群哮喘患病
率为4.2%，其中男性患病率4.6%，女性患病率3.7%，患者总
人数 4570万 （其中男性 2570万，女性 2000万）。以上哮喘患
者中26.2%存在肺功能气流受限，且年龄越大比例越高。这项
研究始于2010年，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流行病学
调查方法，对具有代表性的 10省市 5万余名城乡居民，进行
现场调查及肺功能检查。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邬堂春表示，中国呼吸
疾病的流行状况长期以来被低估，“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
以严格的科学方法揭示了中国慢阻肺、哮喘等主要呼吸疾病
带来的负担，展示出严峻的发病与防治形势。

专家表示，过敏性鼻炎、吸烟、幼年时期肺炎或支气管
炎病史、父母有呼吸系统疾病史以及低教育程度等，与患哮
喘病风险有直接关。其中吸烟者较非吸烟者更易罹患哮喘，
控烟依然是哮喘防控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非吸烟人群
中，大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及居所霉斑暴露，均可增加哮
喘的患病风险。

研究显示，我国哮喘患者中有71.2%从未被医生诊断，只有
5.6%的人接受了基本糖皮质激素治疗，同时该项研究还显示，
我国成人哮喘人群中，肺功能气流受限比例达26.2%，远高于发
达国家16.2%至18.8%的水平，说明疾病控制水平亟待提升。

近日，海南海药新一代人工耳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耳鼻喉科研究院院长李华伟表示，此次获批注册的“人工耳
蜗植入体”，其产品核心芯片已实现独立自主研发，将为我国
数以万计的听力障碍患者带来新“声”。

人工耳蜗是目前世界公认的能使双侧重度或极重度感音
神经性耳聋患者恢复听觉的唯一有效方法及装置。有关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近 3000万听障人群，占全球听障人士的 6%，
是全球听障患者最多的国家，但我国人工耳蜗植入率不到
3%。听障患者沟通不畅、无法融入社会参与工作，给家庭、
社会带来沉重压力，而且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听力障碍患
病率还有进一步升高的趋势。

为提升我国人工耳蜗植入率，海南海药旗下上海力声特
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人工耳蜗研究工作，坚持自主
研发。新一代人工耳蜗机体更小巧轻薄，并且植入体增加了
神经反应遥测功能，可以遥测神经反应大小，这对年龄较小
的听力障碍植入者的调机具有辅助作用。同时采用微弯电极
设计，力求对保护耳蜗的精细结构带来益处。国产人工耳蜗
采用独特的MTone言语处理编码策略，可以分辨四声，更适
合汉语声调语言。目前国内已有80多家医院进行了推广，植
入1000多例，效果良好。

北京医院减重团队增整形医生

本报电（贺 鹏） 北京医院减重代谢团队日前新增了整形
外科医生，并提出了新理念：减重只是开始，变美才是目
的。这是国内首家在减重代谢治疗团队中加入整形外科医生
力量的团队。

据介绍，该团队将指导肥胖减重患者在不同时间、不同
阶段重塑身材，采取个性化服务，从手术选择、术后指导、
术后皮肤型体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帮助减重患者实现“先
变瘦，再变美”的目标。

中国物理师放疗好计划赛启动

本报电（佘潇冰） 首届中国物理师放疗好计划大赛近日
在北京开赛，旨在为全国的医学物理师搭建展现才华的舞
台，对提升其专业技能，促进医学物理的发展，确保患者的
治疗疗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放射治疗计划是放射治疗整体流程当中的一个
核心内容，是体现放射治疗物理师水平的重要环节。本次大
赛的选手将在同一云平台——瓦里安智云4.0平台对指定病例
设计放疗计划，并由第三方评分软件和专家共同评分。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共同体成立

本报电 （曲桂林） 为促进我国听力学专业教育规范化，
“全国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教育联盟共同体”近日在京成
立。该共同体旨在推动相关高等学校间在专业建设方面的交
流互动，以期通过理论授课、实操培训、技能比赛、联动考
试等形式，规范全国范围内听力学专业人才培养。首批该共
同体成员单位包括首都医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等9所高校。

据介绍，为了鼓励在学业上和社会实践领域有突出表现
的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学生，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与瑞士索诺瓦听力集团以及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合作，
开设了针对听力学专业学生的奖学金计划。

“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
汤”出自清朝郝懿行写的《都门竹枝词》，
生动地记载了昔日老北京街头卖酸梅汤
的商贩手敲冰盏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酸梅汤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
一。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
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我们喝
的酸梅汤配方源于清宫御茶坊。清朝
时，酸梅汤风行于宫闱，尤其受到乾隆
皇帝的喜爱。而酸梅汤如此风靡清宫也
是有原因的，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民
族，好渔猎，喜吃肉食，进而发明了酸
汤子这种满族食品。酸汤子是用玉米面
经过发酵后做成的。吃完了高热油腻的
肉类，再喝点酸汤子，有助于消化吸
收。后来，满人入关，酸汤子被带到了
北京城。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常
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
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酸汤子由
玉米面发酵而成，其糖分高，过剩的糖
在没有被消耗的情况下就会转化成脂

肪，存于体内，造成体重增加。常食含
热量较高的肉类之后再喝玉米面做的酸
汤子，容易使体内外的湿热相搏。因此
乾隆帝下令要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御
茶坊绞尽脑汁，终于调制出了能替代酸
汤子的饮品——酸梅汤。其配方为：去
油解腻的乌梅，化痰散瘀的桂花，清热
解毒、滋养肌肤的甘草，降脂降压的山
楂，益气润肺的冰糖一并熬制。酸梅汤
一问世，就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喜爱。无
论史料记载还是宫廷画家的影像记录都
表明乾隆皇帝一生都是一副清瘦的身
材，且瘦而有神。这也许就与常饮酸梅
汤有关。从此，这酸酸甜甜的味道风靡
宫廷，成为传统消暑饮料的经典。酸梅
汤真正风行，是清代之后的事情，而且似
乎尤以北京城为正宗。

酸梅汤，顾名思义，里面的主要成
分就是乌梅。乌梅，药食同源，历代医
家都爱使用它，对乌梅使用最令人拍案
叫绝的，无疑是名医彭子益。彭子益

云：“暑月热极之时，心慌意乱，坐卧
不安，面红肤热，身软无力，不思饮
食，舌净无胎，或舌色满红，此暑火不
降，木气失根也。方用乌梅 5 大枚，冰
糖 2 两，煎汤热服，酸甘相得，暑月发
热，乌梅汤特效。”后来经改进，酸梅
汤里还配了山楂、桂花、甘草、冰糖，
使酸梅汤更酸甜可口，同时还具有了健
胃消食、促进食欲的功能。

如果单纯把酸梅汤当成解暑饮品有
点低估了它的功效。除了好喝，去油解
腻，乌梅汤治疗温病的神奇功效也是逆
天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述：乌梅味酸，
能敛浮热，能吸气归元，故主下气，除热
烦满及安心也。酸能敛虚火，化津液，固
肠脱，所以主之也。乌梅奇酸，收敛而不
涩滞，还能生津液，敛虚火。而冰糖补中
益气，但又不滞腻，与乌梅的酸甘相应，
生阴液，最适合温病的虚症。

酸梅汤虽然好，但也应注意以下几
点： 乌梅酸度很高，煮的时候一定不

能用铁锅，可以用砂锅。熬好的酸梅汤
要倒入玻璃器皿或者陶瓷器皿中盛放。
在常温下，酸梅汤是很容易变质的，如
果看到表面有细细的泡沫浮起，就说明
已经变质而不能喝了。如果酸梅汤一次
喝不完，最好在冰箱里存放。过度饮用
酸梅汤，易腹泻，不利于肠胃健康，尤
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中医医院副主
任医师）

近日，“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
行动2019年中医药健康文化大型主题活动暨2019北京
世园会中医药主题日”举行。葛根、枸杞、石斛、木
香、人参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中草药在这里绽放光彩；
在妫汭剧场、百草园、本草印象馆等区域还有丰富多
彩的中医药文化、健康科普和中医药法宣传活动。在
北京世园会这一世界级窗口，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养
生保健知识吸引了众多中外参观者，为他们认识中医
药、了解中医药，进而爱上中医药提供了条件。

不同展区组织同样精彩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世界的瑰宝，在世园
会里，中医药文化体现在了中医药园艺主题展园百草
园和中医药文化主题展馆本草印象馆，这一园一馆是
中医药养生体验基地。

在百草园荟珍馆泰山石下，溪水潺潺，民乐叮
咚，游客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品上一杯专门为自己
调制的中草药养生茶，以茶之五味、乐之五音调养五
脏，享受养生时光。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黄帝内经》中
的这句话，是中医养生观的基础，体现了人与自然之
间的相应关系。本草印象馆通过实物展示、真人演
示、声光电设备等多种手段，对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
特点和人在不同季节的养生调摄要点进行了展示。优
雅的本草茶艺、神秘的合香之道、有趣的春桑酬蚕、
令人垂涎四时药膳……本草与人类生活的水乳交融，
无处不在。

在展览展示区，重点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事业发
展成就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
论述，《中医药法》及其配套文件相关内容的展
览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屠呦呦与青蒿素的故
事、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成果、中医药炮制技
艺、中医药文创产品和代表性道地药材等更是
成为参观的热点。

在健康咨询区，体质辨识仪、电子脉诊
仪、中医四诊仪等高科技中医设备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前来体验，而手工制作传统中药贴膏、
蜡叶标本、香包香囊，中药材植物彩绘等互动
体验令不少游客忍不住坐下来参与其中。中药
妙用知识、药膳食疗养生、低头族保健等主题
的健康讲座均由中医科普专家主讲，更是赢得
超级人气。除此之外，在中医药主题日现场还

免费发放《中国中医药报》特刊、《中医健康养生》杂
志、《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轻松学》、中药科普
拼图等中医药养生书籍和黑水牛角刮痧板等保健用品。

一草一木蕴含文化

中国中草药的博大精深，也让人们更加了解和热
爱中国的中草药。百草园以“药用植物景观化，中草
药走进生活；传播中医文化，引领健康生活”为建设
理念，近500种药用植物栽植于以“阴阳五行”观念为
灵感来源的木、火、土、金、水 5 个区域内，沿着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命轨迹，中医“草药”和

“方剂”概念，中医药仁爱、和谐的精神内核被巧妙地
融入园艺展示和景观塑造中。

百草园音药方舱，以国家一级作曲家、演奏家，
2008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音乐总设计卞留念先生提出的

“音药”概念为理论基础，通过音乐、光影、震动波等
多种高科技手段带来全方位感官刺激，舒缓神经、帮
助缓解焦虑等身心问题。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近距离、
真实地接触中草药，亲口品尝草药茶，还能通过中
医、中草药，更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园内步步有景致，处处有文化，一元广场、百草
芊山、仁合悬湖、杏林春暖、呦呦蒿园、音药方舱等
主题景观无不来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药方是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智慧结晶，在中医药
2000 多年的积淀中，一系列传统名方被人所熟知和应
用。在百草园的名方药苑区域，每一个小花坛都由一
副方剂里的药用植物组成，别具匠心。

本草馆变科普乐园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医文化源远流长，从泥土
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植物，为人们的健康发挥了
独特的作用。

本草印象馆定位为“中医本草，回归生活”，以
“天人合一”为设计建设总体指导思想，以“生”为核
心文化理念，以“好看、好玩、有意义”为核心设计
原则，以最前沿的高科技声光电手段、多媒体触感投
影设备，结合手作、游戏等互动性内容，跨界植入创
新的艺术展现形式，提供“沉浸式场景+多媒体互动”
的参观体验，打造出一个生动有趣的中医本草生活科
普乐园。

全馆建有“本草·生命”“本草·生活”和“本草·
生态”3 个展区，分别展现了中医药天人合一的生命
观、顺应自然的生活观、平衡和谐的生态观三大主
题。通过沙画、人文画、声光电体验设备，展现了从
草到药、从药到方、从方到典的中医药学发展历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
健康的重视度与日俱增，健康饮水意识不断提升。在
近日举办的“第三届健康饮水 （熟水） 产业发展论
坛”上，《2019年中国瓶装饮用水行业消费健康趋势报
告》（简称《报告》） 指出，熟水品类具有先进的饮用

水生产技术和安全健康的饮用水品质，将成为消费者
健康饮水消费新趋势。

《报告》认为，无糖、无热量、无香精、无色素的瓶装
水已成为消费者健康饮食与生活的普遍选择。目前，瓶
装饮用水市场主要以矿泉水、纯净水和熟水等产品形式

存在。熟水凉白开是经过UHT125℃超高温灭菌技术处
理的包装饮用水，全程无化学消毒副产物溴酸盐残留，
同时保留部分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
所原副所长白雪涛表示，熟水采用的杀菌技术可杀灭
包括繁殖体和芽孢在内的所有微生物，不产生任何消
毒副产物，对原水水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会长金日
光表示，熟水凉白开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饮用熟水凉
白开是流传千年的养生传统，是中国人的饮水智慧。

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殷大奎强调，水是一种容
易被忽视、却又必不可少的重要营养物质，饮水健康
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我国哮喘病患诊断
及治疗亟待加强

仇玉青

新一代人工耳蜗
更适合汉语声调语言

永 超

清凉解暑“酸梅汤”
王红蕊

2019年瓶装水消费趋势报告发布

熟水品类高增速助力健康
崔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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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之花绽放世园会中医药之花绽放世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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