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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清朝年间，有位小伙子在新婚前
几天得了一种怪病，往日清秀的脸肿得变
了形，明亮的眼睛也被极度浮肿的眼睑遮
盖，头大如斗。家人赶紧去请大夫，请来
了一位叫叶天士的名医。叶天士为小伙
子诊脉后发现，其六脉平和，只是略有一
点虚弱。不知不觉，时已近晌午，家人盛
上饭菜，只见小伙大口大口地吃得十分香
甜。叶天士见后越发奇怪，觉得这病有点
蹊跷。沉思良久，叶天士扫视了一下房
间。忽然，他发现屋内的床、衣柜、桌子、
椅子是全新的，而且还有一股熏人的漆
味，顿时，他恍然大悟。于是，叶天士命小
伙搬出新房，用紫苏煎汤洗浴。不到两
天，小伙便肿消疹退。原来，他是中了漆
毒。古人对漆过敏早有认识，称为“漆咬
人”“漆疮”。《诸病源候论》漆疮候记载：

“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
毒，喜面痒，然后胸壁氾皆悉瘙痒，面为起
肿，绕眼微赤，诸所痒处，以手搔之，随手
辇展，起赤……消已，生细粟疮甚微。”

这里提到的“漆疮”即是现代医学
中的接触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是指因皮
肤或粘膜接触某些外界致病物质后所引
起的皮肤急性炎症反应。发病前有明显
的接触史及一定的潜伏期，皮损限于接
触部位，主要表现为红斑、丘疹、水
疱、糜烂及渗液，自觉瘙痒为临床特
征。病程自限性，除去病因后可自行痊
愈。中医文献中根据接触物质的不同及
其引起的症状特点而有不同的名称，因
漆刺激而引起者，称为漆疮；因贴膏药
引起者，称为膏药风；因接触马桶引起
者，称为马桶癣等。

中医认为，本病因外受辛热之毒
（或接触某种物质），禀赋不耐，皮毛腠
理不密，毒热蕴于肌肤而发病。

现代医学按照发病机理将病因分为
原发性刺激和变态反应性刺激。原发性
刺激多为细胞毒性或腐蚀刺激性物质，
如强酸、强碱、斑蝥和某些刺激性较强
或浓度较大的化学物质等。能直接损害

人体细胞，无个体选择性，任何人接触
后均可立即产生皮炎，而无潜伏期。变态
反应性刺激主要为迟发性变态反应，常见
的接触致敏物质包括动物性：动物的皮
毛、皮屑、毒素、昆虫的毒素、斑蝥、尘螨
等。植物性：植物的叶、茎、花、果，植物的
花粉通过空气传播，如漆树、橡树、荨麻、
除虫菊、银杏、野蒿、豚草等。化学性：这
是接触性皮炎的主要病因，多数属于变态
反应，少数属于原发刺激，主要有日常生
活用品，如肥皂、洗衣粉、洗涤剂、光亮剂、
清洁养护剂、皮革、塑料及橡胶制品等，化
妆品如护肤品、浴液、化妆油彩、染发水、
香膏等；外用药品，如汞剂、磺胺剂、抗生
素软膏、清凉油等；金属制品，如各种饰
品、镍、铬等；杀虫剂及除臭剂；各种化工
原料，如汽油、油漆、机油、染料等。

接触性皮炎因其自限性，首先考虑
外治疗法，要追查病因，去除刺激物，
避免再接触。外治原则与湿疮相同，但
用药宜简单、温和，忌用刺激性药物。皮

损以潮红、丘疹为主者，可选用三黄洗剂
外搽，或青黛散冷开水调涂，或 1％～2％
樟脑、5％薄荷脑粉外涂，每天5—6次。皮
损以糜烂、渗液为主者，可选用绿茶、马齿
苋、黄柏、蒲公英、桑叶等，煎水湿敷，或以
10％黄柏溶液湿敷。皮损以糜烂、结痂为
主者，可选用青黛膏等外搽。皮损以肥
厚粗糙为主，或有鳞屑，或呈苔藓样变
者，可选用软膏剂3％黑豆馏油或皮质类
固醇激素类软膏外涂。
（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2019北京希望马拉松即将开跑

本报电（王 维） 由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中国癌症基金会主办的第21届北京希望马拉
松——为癌症患者及癌症防治研究募捐义跑活动将于 11
月3日开跑。

据介绍，本次活动主题特别设定为“健康中国，你
我助力”，希望通过倡导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的理念，推进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

康宝莱设立冰雪运动发展基金

本报电（鲁夏未） 全球营养品公司康宝莱近日向北
京体育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人民币905万元，成立冰雪运
动发展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冰球运动的校园普及与冬季
运动项目营养膳食研究。与此同时，康宝莱也正式被中
国冰球协会授予“中国冰球运动营养指导单位”的称号。

据介绍，该专项基金将利用康宝莱在运动营养方面
的优势，助力提升中国冰雪运动的竞技水平。此项捐赠
包括3年支持全国80所学校，协助成立15支校园冰球队。

强生公司在华制药子公司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日
前宣布，旗下安森珂 （阿帕他胺片） 获得中国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加速批准，用于治疗有高危转移风险的非转
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NM-CRPC） 成年患者。今
年 5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因安森珂明
显的临床优势授予其“优先审评”资格，纳入第二批临
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

安森珂是中国首个获批用于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
列腺癌患者的新一代雄激素受体抑制剂。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孙颖浩教授表
示，过去10年，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现
已成为中国男性第五大常见癌症 。如果前列腺癌患者接
受雄激素剥夺疗法 （ADT） 后PSA水平上升，可能提示
治疗效果下降或失效，患者可能进入去势抵抗阶段。如

不及时干预，癌细胞可能远处转移至前列腺以外的其他
器官和部位，例如骨骼、肝脏、肺等，严重威胁患者生
命。虽然近年来前列腺癌的治疗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转
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仍然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是指药物去势或手术
去势后出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进展且通过传统影像学检
查未发现远处转移病灶的前列腺癌。临床研究显示，使
用安森珂治疗发生远处转移或死亡风险降低 72%，中位
无转移生存期可延长2年以上。

有数据显示，近九成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最
终会发生骨转移，出现疼痛、骨折和脊髓压迫等症状。
一旦癌细胞扩散，患者整体健康状况与预后均会恶化。
因此，延缓转移对于前列腺癌治疗至关重要。安森珂的
获批让医生有可能帮助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
者延缓转移发生。

目前，“北京方案”已成为国际主流的单倍型骨髓移
植模式之一，是各种中高危白血病重要的治疗手段，已
被多个国家作为临床常规应用。在近日举办的第四届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造血干细胞移植艺术研讨会”
上，国内外血液科专家齐聚中国，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
技术最前沿的治疗方案及进展。会后，来自印度的多名
学员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进行了临床考察，实地学
习中国的单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此次印度团
队来华学习，再次证明“北京方案”已成功引领了国际
化骨髓移植的新方向。

该移植体系由北京大学黄晓军教授的血液病研究团
队原创，2016 年被世界骨髓移植协会(WBMT)命名为

“北京方案”。目前，“北京方案”已推广至意大利、以色
列、韩国、日本等国家临床常规应用，覆盖全球单倍型
50%以上病例。

急性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是我国十大高
致死肿瘤之一，在 35 岁以下恶性肿瘤致死病例中占第 1
位。我国每年新增急性白血病患者约7万人，造血干细胞
移植是根治急性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的最有效途径，
70%-80%的急性白血病需要通过移植根治。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张晓辉教授表示：“多
年以来，供者来源匮乏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仅有
20%～30%的患者能找到HLA （人类白细胞抗原） 配型相
合的亲缘供者。要在非血缘供者中找到配型相合供者，
概率低至 1/10 万～1/5 万。中华骨髓库 266 万供者库容，
也只有约 11%查询患者最终成功移植，而且寻找配型相
合供者费时费力，仿佛大海捞针。许多白血病患者都只
能在绝望中等待，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
探索新的移植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近 10多年来，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团队原创了“非
体外去除 T 细胞单倍型相合骨髓和外周血混合移植体
系”，实现了在前期对T细胞功能的暂时抑制，解决了单
倍型移植的免疫难题。这种原创的移植体系使得“父母
供子女”“子女供父母”等移植模式成为可能，破解了骨
髓移植供者来源匮乏的难题。

目前，单倍型相合移植已成为世界白血病移植的常
规方法。在我国，单倍型相合供者自2013年开始超越配
型相合同胞而成为排名第一的供者来源。与此同时，全
国移植率也在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未来，中国还会
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医护人员进行相关国际交流项目，
共同推动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全球更
多恶性血液病患者带来福音。

多发性骨髓瘤兆珂患者援助项目启动

本报电（陈冰玥） 由中国癌症基金会发起的关爱血
液肿瘤患者——“星路髓行”多发性骨髓瘤兆珂患者援
助项目近日在京启动。该项目旨在帮助符合项目医学标
准及附加标准的复发和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年患者，
增加他们获得兆珂药品治疗的可及性，延长其生存时
间，改善其生活现状。

据介绍，多发性骨髓瘤是血液系统第 2 位恶性肿
瘤，目前仍然无法治愈。因此，长期生存是多发性骨髓
瘤治疗的最终目标。

2019医美信赖先锋行动启动

本报电（慈小爱） 随着医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我
国医美市场已进入千亿级规模。近日，人民网·人民健康
携手行业协会及行业机构，启动“三正规，放心美——2019
医美信赖先锋行动”，号召全行业合力推进中国医美市场
规范化发展，传递“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产
品”三正规的重要理念，对消费者进行积极引导。

据介绍，本次行动将与中国 15个城市进行联动，以
带动和影响更多的医疗机构、更多的医生、更多的企业
加入到“三正规、放心美”的倡议行动当中，树立行业
典范。并通过全媒体平台传播，向消费者传达“三正
规”共识与理念，提高公众安全风险意识，使“三正
规”成为消费者选择医美服务的重要参考指标。

“北京方案”引领国
际化骨髓移植新方向

史小波

什么叫接触性皮炎？
王红蕊

新一代雄激素受体抑制剂安森珂获批
朱淑扬

图为康宝莱国际联席总裁兼首席健康营养官 John
Agwunobi 博士在冰雪运动发展专项基金成立现场开
球。 樱 子摄

舞台剧传播疾病知识

此次“因美而生”世界淋巴瘤日公众宣教活动，
尝试着将淋巴瘤疾病的相关知识以舞台剧形式呈现。
舞台剧以真实患者故事为原型，由淋巴瘤患者、专业
医生、患者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创作并参与演出，以真
情扣人心弦，借艺术感悟人生。同时还原淋巴瘤患者
积极抗击病魔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展现我国淋巴
瘤防治事业的发展。

充满正能量的演出令现场观众为之动容。淋巴瘤
之家创始人顾洪飞表示：“舞台剧演出了广大患者的心
声。淋巴瘤绝非不可战胜，我们要相信现代医学的力
量，以积极的心态配合规范化治疗，争取早日回归社
会，回馈社会！”

在新中国 70华诞前夕的这个演出，还精心设立了
特别致敬环节——向峥嵘岁月中，为我国淋巴瘤事业
进步不懈努力的专家学者及医护人员致敬；向广大与
淋巴瘤战斗的患者致敬；向给予淋巴瘤患者更多更好
治疗选择与生存希望的伟大时代致敬。“正是因为数十
年来，所有医务工作者用医术‘仁心’温暖‘人心’，
代代接力，才让‘谈癌色变’的时代和我们渐行渐
远。”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主任委员史安利教授表示，
希望通过这类有创意、有意义的活动，为淋巴瘤患者
发声，让社会上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帮助他们获
得与疾病抗争的勇气，享受精彩生活。

发布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

《2019年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日前正式发
布。该白皮书由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淋巴瘤之
家”患友组织发起，围绕诊疗经历、医疗负担、生命
质量等展开调查，覆盖全国近 5000 名患者。通过调
查，厘清和反映我国淋巴瘤患者的现实状况，提升全
社会对淋巴瘤患者的关注，并呼吁各界携手，帮助患
者改善生命质量，重拾生活信心。

据白皮书数据显示，参与调研的患者中，约43%的
患者曾有过误诊经历，51%的患者辗转多家医院后方得
以确诊。患者从初次诊断到最终确定所患亚型，平均
耗费时长为2.5个月，而一些亚型患者确诊所需的时间

更长。调研表明，大部分患者为了确诊，需奔赴北上
广等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异地就医成为许多患者
无奈之下的选择。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张抒扬表示，包括淋巴瘤在
内的恶性肿瘤，不仅是对患者生命的重大威胁，也往
往令患者的家庭陷入困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
况仍较为严重。如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求
满足肿瘤患者用药问题，特别是让更多罕见病患者用
上“救命药”，相信这将极大改善患者预后，降低用药
负担。也希望我国的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为研发
和生产疗效好、患者用得起的创新药而努力。

顾洪飞说：“作为患者组织，我们在工作中时常遇到
患者全家奔走于不同省市的多家医院就医的例子，也
切实地了解到他们在体力、财力与心理上面临的巨大
压力。”他表示，值此世界淋巴瘤日，希望通过这个白
皮书的发布，将淋巴瘤患者及其家庭的生存现状完整
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帮助公众全面了解淋巴瘤，进而
给予患者更多理解与帮助。

淋巴瘤治疗方面有改善

淋巴瘤是一种起源于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并非
单一疾病。根据世卫组织的分类，淋
巴瘤实际上是 70 多种不同亚型“淋巴
瘤家族”的统称。但在“淋巴瘤家
族”中，多个亚型的发病率极低，在
国际上均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罕
见病范畴，例如套细胞淋巴瘤 （简称

“套淋”），我国发病率约为 0.13/10
万；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简称

“慢淋”），我国发病率约为 0.18/10
万；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简称“华
氏”），我国发病率约为 0.021/10 万；
霍奇金淋巴瘤 （简称“霍奇金”），我
国发病率约为 0.32/10 万。由于分类分
型复杂，病例少，加之治疗方案的选
择有限，给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
极大挑战，许多罕见亚型淋巴瘤患者
面临着疾病反复发作、耐药后无药可
用、经济负担沉重等多重困境。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
巴瘤科主任朱军教授表示，20年来，我国在淋巴瘤的
治疗方面有了显著改善，治愈率大幅提升。以精准的
病理诊断和分子诊断为向导，推动了淋巴瘤靶向及免
疫治疗的飞跃。其中，霍奇金淋巴瘤的治愈率能够达
到 70%-80%，甚至更高；而针对国内常见的 B 细胞非
霍奇金淋巴瘤，分子靶向药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化疗
是国内外权威临床指南一致推荐的一线治疗方案，研究
显示临床治愈率最高可达70%。这些是淋巴瘤治疗领域
的巨大进步。

在肿瘤与罕见病之间，有个交集叫罕见肿瘤，它
兼具了两种分类的特点，既对患者生命的危害程度
大，同时又由于疾病罕见，往往治疗手段和用药的选
择非常有限。但随着医学技术与临床研究的进步，这
一困境有望取得突破。实际上，淋巴瘤有希望成为

“一击即中”的肿瘤。如果患者能及时得到诊断、有效
治疗，病情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得到很好的控制。如
今，新药不断涌现，包括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的运
用，已经让淋巴瘤治疗进入无化疗时代。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中国国产创新药不断取得成果，对于“套
淋”“慢淋”等少见亚型都有新的疗法在探索中。淋巴
瘤已成为目前控制率、治愈率最高的肿瘤之一。

图为呈现给观众的首个淋巴瘤主题交互式舞台剧

早发现早发现 早诊断早诊断 早治疗早治疗

淋巴瘤淋巴瘤是可治愈是可治愈的一种疾病的一种疾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文文//图图

99 月月 1515 日是世界淋巴瘤日日是世界淋巴瘤日，，在全球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每年淋巴瘤发病率以每年 33%%至至
44%%的速度逐年升高的速度逐年升高，，我国淋巴瘤发病率的上升速度也很惊人我国淋巴瘤发病率的上升速度也很惊人，，且呈年轻化且呈年轻化
趋势趋势。。为提升公众对淋巴瘤疾病的认识为提升公众对淋巴瘤疾病的认识，，今年今年““因美而生因美而生”” 世界淋巴瘤日世界淋巴瘤日
公众宣教活动公众宣教活动，，专家学者专家学者、、公众等社会力量公众等社会力量，，普及巴瘤淋防治知识普及巴瘤淋防治知识，，增强淋增强淋
巴瘤患者信心巴瘤患者信心，，鼓励其勇敢战胜疾病鼓励其勇敢战胜疾病。。同时专家强调同时专家强调，，早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诊断、、早早
治疗治疗，，淋巴瘤是可以治愈的一种疾病淋巴瘤是可以治愈的一种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