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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屏风散的
方 子 是 来 自 于

《医方类聚》，方
中 共 有 3 味 药 ，
分别是黄芪、白
术、防风，其中

黄芪和白术均为60克，防风为30克，用以上3味药煮水
热服，治疗表虚导致的自汗效果良好。

方中黄芪甘温，内可补脾肺之气，外可固表止汗，为
君药；白术健脾益气，助黄芪加强益气固表之功，为臣药；
佐以防风走表而散风邪，合黄芪、白术以益气祛邪。且黄
芪得防风，固表而不致留邪，防风得黄芪，祛邪而不伤正，
有补中寓疏，散中寓补之意。

《古今名医方论》：“防风遍行周身，称治风之仙药，上
清头面七窍，内除骨节疼痹、四肢挛急，为风药中之润
剂，治风独取此味，任重功专矣。然卫气者，所以温分肉
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阖。惟黄芪能补三焦而实卫，
为玄府御风之关键，且无汗能发，有汗能止，功同桂
枝，故又能治头目风热、大风癞疾、肠风下血、妇人子脏
风，是补剂中之风药也。所以防风得黄芪，其功愈大耳。
白术健脾胃，温分肉，培土即以宁风也。夫以防风之善
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卫，得白术以固里，则
内有所据，风邪去而不复来，当倚如屏，珍如玉也。”

玉屏风散具有益气固表、祛风敛汗的功效。主治表
虚自汗。汗出恶风，面色苍白，舌淡苔薄白，脉浮缓。
治虚人腠理不固，易感风邪。用于表虚导致自汗和经常
容易感冒之人，比如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易出虚
汗、易感冒的人。在中医学里，“表”是肌表的意思，
人的肌表，包括皮肤、毛发、肌肉。人的肌表由卫气主

管，起着防御病邪、保卫人体的作用，相当于人体的免疫
力。表虚之人，卫气必定虚弱，不能固护肌表，免疫力低
下则不能抵挡风邪的侵袭而容易感冒；表虚之人，卫气不
能固守津液，津液外溢，表现为出汗多，同时还怕冷、怕风
等。肺主气，卫气由肺主管。肺气来源于脾，脾气足则
肺气充，肌表则坚固。因此，玉屏风散用甘温的黄芪，
大补肺脾之气，使卫气充实、肌表坚固，汗液不易流
失；用白术健脾益气，使肺气得到充养，进而加强止
汗，可以在肌表起到防御风邪、驱散风邪的作用。

玉屏风散也可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中医认为，肺
主气，开窍于鼻，肺气通于鼻。如果肺气虚弱，卫气不固，
外邪容易由鼻侵犯人体，可以导致鼻塞、流涕、喷嚏、嗅觉
不灵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玉屏风散能够充养肺气，提
高卫气防御能力，提高患者抗过敏能力，起到治疗过敏
性鼻炎、预防复发的作用。玉屏风散具有调节人体免疫
力功效，有中成药中的“丙种球蛋白”美称，现代临床在
内、外、妇、儿、皮肤等各科疾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国内外消化外科专家聚北京

本报电（冬 野）“第十届中国消化外科学术会议暨
清华-哈佛外科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消化外
科领域的前沿科技和学术动态展开交流探讨，来自海内
外1800余名中青年医师和知名专家与会。

论坛由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编委会、中国研究型
医院学会肝胆胰外科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主办，大会主席
董家鸿教授表示，希望借助本次论坛，为国内外消化外
科同道创造更加高端的学术平台，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精
准外科范式的交流合作与推广。

亚太区门静脉高压联盟成立

本报电 （梦 玲） 亚太地区门静脉高压联盟 （AP-
PHA） 近日在京成立。旨在打造国际一流的门静脉高压
临床研究及转化科学平台，提升亚太地区的门静脉高压
精准诊疗实践。

门静脉高压是影响肝硬化患者临床预后的重要因
素，其严重程度决定了肝硬化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然
而，目前我国乃至亚太地区缺乏该病及相关并发症的流
行病学数据，缺少前瞻性的高质量研究。为此，联盟将
整合多学科专家资源与技术优势，针对门静脉高压领域
存在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

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2019发布

本报电（李 军）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2019年
学术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促进老年健康，推动老有所为”的主题，展开交
流和讨论，并发布了 《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
报告2019·老龄健康》和《老年价值论》。

今年以来，国家卫健委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文件，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60 岁以上人群的眼底检查异常率均高于 21.39%，
即每五个60岁以上的人群中就有一个眼底异常的人。”在
近日举办的第九届国际视网膜高峰论坛暨南沙眼遗传病
研讨会上，《爱尔眼科中国国人眼底病变状况大数据报
告》（简称以下《报告》） 发布，60岁以上年龄人群的眼
健康问题的严峻性引发关注。

《报告》依托爱尔眼科自主开发的目邻远程智能阅片
系统，历时 1 年通过人工智能+远程阅片，为约 6.9 万人
次进行了眼底阅片，其中眼底阅片异常数为超过 1.26 万
人次，异常率为 18.32%。而在 61-70 岁人群中，异常率
增至 21.39%，在 70 岁以上人群中，异常率更是高达
25.61%。

眼底病变主要指视网膜、脉络膜、视神经和玻璃体
的炎症、肿瘤及类血管的病变，常见的眼底病变包括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等。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老年相关眼底病变正成为老年人群
中第一致盲原因。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院长、爱尔眼
科医院集团总院长唐仕波表示，且因眼底病变致盲的不
可逆性，一旦造成损害就无法恢复，所以眼底病变治疗
的重中之重即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

此外，《报告》 显示，61-70岁年龄段的阅片人次排
名第一，70 岁以上阅片人次排名第二，达到 15694 人次，
51-60岁年龄段阅片人次排名第三。“从这个数据中，可以
明显看出，在眼底异常率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总阅片人次
中女性占比几乎是男性占比的2倍。”唐仕波说，这表明女
性比男性更关注自己的眼健康问题。“但因异常率基本持
平，这也说明有更多男性的眼底病变问题被忽视。”

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治
疗中，营养的作用越来越大，
营养已经发展成为与药物、手

术同等重要的治疗手段。营养和药物、
运动在治疗上是相辅相成的。在近日举
行的“营养治疗进社区”学术论坛上，
与会专家针对辅酶 Q10 的科学研究、临
床治疗、家庭保健等问题，进行了学术
探讨与交流，并就如何推进营养治疗进
社区、加强基层科普教育工作等，提出
了一系列可行性解决方案。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
中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 2.5亿，其中患
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达到 1.5 亿，失能或半
失能人数超4400万，慢性疾病占用医疗资
源超 80%。中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数量
快速增长，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超过 350 万，占总死亡病因的 40%。在心
梗、脑梗突发的状态下，即使应用目前比
较先进的治疗手段，仍然有 75%以上的心
脑血管疾病幸存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临床营
养科原主任吕利表示，运动能起到激发人
体潜能、促进人体代谢、提高人体自身免
疫力的作用；药物的作用是控制疾病、阻
止疾病进一步发生和发展；而营养的作用
则在于补充人体的健康修复的资源。

营养治疗是社区常见病、慢性病以
及疾病康复人群迫切需要的重要治疗手
段。现代循证医学也证实了合理运用营
养手段，能够减少患者住院时间，降低
医疗成本，提高其生活质量。随着营养
治疗进社区项目的推进，营养治疗科学
化、均衡化、日常化的理念将全面普及。

健康医疗领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近日
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博会） 为外国
药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平台，为中国医疗器械产业
和大健康市场的快速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本届进博会主办方介绍，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展区，重点引进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养老康复
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医学产品、医疗美容、制药机械、科
学仪器设备及服务等。参展企业中包括世界500强企
业16家，行业龙头企业46家。

新药物：“首个”“第一”频繁出现

总部设在英国的著名药企葛兰素史克 （GSK），
携全球首个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生物制剂“贝利尤
单抗”参展。今年 7月，该药在中国获批，并于 9月
20日开出了第一张处方。作为全球首个治疗红斑狼疮
的生物靶向制剂，贝利尤单抗的上市，改变了中国近
60年红斑狼疮患者无新药可用的困境，进一步凸显了
葛兰素史克践行“立足中国、携手中国、服务中国”
的理念。

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风湿免
疫科教授李挺介绍，全球1/4的红斑狼疮患者在中国，
这些患者大多数是 15岁至 45岁的育龄女性。研究显
示，约 40%的患者在第一年出现器官损害，50%的患者
发病 5 年内发生不可逆的器官损害，其死亡率是正常
同龄人的 3 倍，而感染是患者首位死亡原因。贝利尤
单抗是一种全人单克隆抗体，静脉给药，抑制B细胞的
增殖及分化，诱导自身反应性B细胞凋亡，从而减少血
清中的自身抗体，达到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目的。

本届进博会上有近 20 款创新产品集体亮相，惠
及更多中国百姓。

作为本届进博会的重磅产品之一，由法国医药健
康企业赛诺菲推出的Dupixent®，是全球首个也是唯
一获得美国及欧盟批准治疗成人中重度特应性皮炎

（AD） 的靶向生物制剂。此外，赛诺菲还展示了全球
首个且唯一获批的重组四价流感疫苗Flublok®、首个
在美国批准上市的 PCSK9 单克隆抗体类新型降脂药
波立达® （Praluent®）、新一代基础胰岛素Toujeo®
等突破性创新产品以及多个首发的罕见病领域和疫苗
产品。

美国辉瑞公司携肿瘤、抗感染、炎症与免疫、疫
苗、罕见病等5大领域创新产品集体亮相进博会。值
得一提的是，一周内，该公司有肿瘤、抗生素两大重
磅产品相继在华获批，且从获批到首张处方开出仅用
了42天。

瑞士罗氏制药在进博会上首次全方位展示乳腺癌
全线产品，集中发布了其在乳腺癌领域已获批和正在
进行临床试验的重磅创新产品，涵盖乳腺癌所有分类
与病程。从单纯化疗、靶向治疗、双靶治疗、免疫治
疗到个体化医疗，不断优化治疗方法对乳腺癌患者意
义重大。针对目前乳腺癌预后最为风险的阴性乳腺
癌，罗氏带来了全球创新肿瘤免疫治疗产品 Tecen-

triq，同时也展出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抗体偶联药
物赫赛莱 （kadcyla），据悉，有望近期进入中国。

新疗法：让中国患者受益

诺华肿瘤 （中国） 实体瘤携手国内肿瘤专家共同
讨论肺癌及中国恶性黑色素瘤的研究与进展。根据国
家癌症中心发布的 《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每年新发
癌症病例近430万，其中肺癌是“首凶”。

2018年5月3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局批准了首个
二代小分子口服靶向药物塞瑞替尼，针对接受过克唑
替尼治疗后进展或对克唑替尼不耐受的患者提供安全
有效的治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内科
副主任信涛表示，如今已有多个国外二代抑制剂在中
国上市，包括塞瑞替尼、阿来替尼等。临床试验中，
这些药品在部分克唑替尼耐药患者中出现了肿瘤缩小
的案例。

黑色素瘤是一类起源于黑色素细胞的高度恶性肿
瘤，可发生于皮肤、肢端、黏膜 （消化道、呼吸道和
泌尿生殖道） 等不同部位或组织。随着近年来对于疾
病研究的深入和药物研发的成果转化，该病的治疗预
后较以往有了明显改善，患者有了更多治疗选择，从
化疗、靶向治疗，再到免疫治疗，新的研究数据让人
欢欣鼓舞。尤其是明确靶点的黑色素瘤靶向治疗方
式，已被证实为精准治疗的典范。随着国外新型药物
在中国的陆续上市，中国恶黑患者终于迎来了与世界
接轨的先进治疗方案。

新设备和新计划结出硕果

5G+智慧医疗为智慧医联体插上了“翅膀”。作
为全球唯一可以提供整体质子解决方案的厂家，美国
瓦里安高科技公司展出了唯一质子治疗系统，肿瘤放
射治疗尖峰技术——ProBeam®质子治疗系统。可在
肿瘤部位实施超精准“定点爆破”、高效保护周围正
常组织，对于儿童实体肿瘤、头颈部肿瘤、眼部肿瘤
和颅底肿瘤等优势明显。系统中的超导回旋加速器是
P 质子治疗系统的“心脏”，其产生的质子能以超过
16万公里/秒的速度杀死肿瘤细胞。

此外，瓦里安在亚太地区首发的 Ethos智慧放疗
平台也同时展出，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多模态在线自适
应治疗，在人工智能驱动下，具有将多模态影像自动
融合的“超能力”，能够如影随形精准捕捉肿瘤的动
态变化，包括位置、大小、形状等，可尽量减少不必
要的副作用。不仅如此，自适应治疗时间压缩至 15
分钟，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和治疗能力。

赛诺菲通过全球优秀的研发成果、创新的战略合
作进程，展示其促进中国健康生态系统蓬勃发展的承
诺。展会上该公司与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患者和医疗从业者在糖尿
病管理和其他共同兴趣领域开发和提供创新解决方
案。最终帮助患者更好管理病情、增强其与医生、健

康管理相关方互动，有效提升治疗依从性、副作用管
理、生活质量和疾病进展监测。

为了进一步推动创新药物在中国的引进，罗氏制
药中国还宣布与海南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管理局开展战略合作，依托于自贸区“先行先试”的
政策，推动罗氏在中国尚未获批上市的创新药物，进
入博鳌乐城旅游先行区内开展上市前的临床应用和产
品展示，以满足患者的临床需求。

科谱活动加强对疾病教育

诺华肿瘤 （中国） 开办了ITP （原发免疫性血小
板减少症） 主题疾病教育活动。旨在让社会各界了解
到ITP的疾病现状及治其疗手段，推动中国在此治疗
领域的发展。

世界500强企业勃林格殷格翰是一家致力于人类
生物制药化学和动物健康产品的医药公司。该公司携
手北京健康促进会共建“互联网+”卒中专科医联
体，并签署了相关协议，旨在助力提升基层诊疗服务
能力，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罗氏制药在展台上打造一系列互动体验。展台上
最醒目的位置上屹立着一座巨型魔方——“与基因对
话”，通过 AR 虚拟现实技术，能将每个人的“基
因”变成看得见的图像，只需短短几秒，体验者就能
在魔方上看见一个基因组成的自己，换一种方式认识
全新的自我。罗氏还将“骨密度检测”搬到现场，来
宾通过简单检查即可了解自己的骨骼强度。在神经科
学与罕见病展区，参与者还能体验患者由于肌肉萎缩
无力或视线模糊不清状况下生活状态，从而加深对罕
见病的理解。

诺华集团则围绕创新、扩展医药健康可及性及人
文关怀三大主题，向人们展示了诺华的先进疗法与数
字技术平台、在提升“可及性”方面的重要成果。

《爱尔眼科中国国人眼底病变状况大数据报告》发布

60岁以上眼底病变超两成
李青霞

为什么说玉屏风散可增强免疫力？
王红蕊

孕产期和婴幼儿时期是生命的起点，妇幼健康关乎
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
行动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实施妇幼健康促进行动，加
强妇幼建设，加大重点疾病防治力度，维护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在近日举办的促进产后母婴健康专题研讨会
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 研究
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赵更力表
示，要注意产后保健，及婴幼儿身体健康，以减少疾病
的发生。

赵更力说，产妇初为人母，除了要关注孕产期并发
症康复和生殖系统的恢复外，还要产妇心理变化，特别
是产后抑郁问题，由于分娩后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以及
育儿的辛苦、生活秩序的改变等，会引起心情烦躁、情
绪低落，尤其是宝宝的健康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产后恢
复。此外，要重视产后42天母婴的健康体检，既要了解
孕期并发症的康复和婴儿生长发育情况，还要学习了解
婴儿疾病预防知识和技能。

除此之外，由于婴幼儿免疫系统功能尚不成熟，极
易受到疾病侵袭，妈妈们要及时为宝宝预防接种。疫苗
接种可以有效预防各种疾病，是降低孩子患病风险的最
有效方式之一，不仅可增强宝宝自身抵抗力，还有利于
提高整个人群的免疫水平。

首都儿科研究所任晓旭教授提醒，刚出生的宝宝受
母传抗体保护，但是母传抗体会在宝宝6月龄后消失，而
此时宝宝自身的抵抗力尚未完全建立，极易感染肺炎球菌
疾病。因此，及早预防接种，为宝宝构建免疫屏障，是目前
普遍推荐的对抗婴幼儿肺炎球菌疾病的最有效方法。由
于6月龄到1岁儿童是肺炎球菌疾病攻击的主要对象，建
议家长们尽早在孩子 6周龄时预防接种，在 6月龄前完成
肺炎球菌疫苗的基础免疫。

母婴保健要得法
吴 冬

雅诗兰黛集团是此次进博会首批签约的美妆企
业之一。自2003年起，该集团在中国开展“粉红丝
带乳腺癌防治”活动，并设立了“粉红丝带贫困资
助基金”帮助经济困难的乳腺癌患者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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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上看医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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