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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立

本报电（贺 鹏）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北京医院博士后
科学研究工作站近日揭牌，与此同时，经中华医学会批准，
由北京医院牵头成立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老年护理学组。

据介绍，该博士后工作站的设立，将有利于推动国家老
年医学基础研究、老年医学人才培养、老年疾病防控体系建
设和老年康复、护理研究。博士后工作站是强化临床与科研
的结合、提升医院科研实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

老年护理学组的成立是为适应中国老年护理新形势和新
发展，将不断满足老年人长期医疗护理、康复促进、健康教育等
服务需求，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老年护理发展的道路。

清华现代医院管理论坛举办

本报电（冬 野） 清华现代医院管理论坛暨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京举办。与会专家围绕“卓越医
管，精智未来”的主题，一同探讨现代医院管理创新发展。

会上举行了“中国智慧医院联盟”和“中国包虫病防控
联盟”成立仪式。中国智慧医院联盟是由20家国内著名大学
附属医院以及10家高科技企业共同成立，旨在搭建医研企一
体化的合作研发平台，在该平台上联合研发智慧医院相关的
技术、标准和产品，多角度、多层面实质性地快速推进我国
智慧医院的建设。

中国包虫病防控联盟由43家医院组成，旨在推进健康扶
贫包虫病攻坚计划，集结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推出包虫病防
诊治组合拳，共同致力于包虫病清灭行动。

肉苁蓉生长于荒漠之中，性甘、
咸，温。归肾、大肠经。可补肾壮阳、
填精补髓、养血润燥、悦色延年。用于
肾虚，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肠燥便
秘。《本草汇言》 曰：肉苁蓉，养命
门，滋肾气，补精血之药也。此乃平补
之剂，温而不热，补而不峻，暖而不
燥，滑而不泄，故有从容之名。肉苁蓉
顽强的生命力，赋予了它神奇的功效，
故享有“沙漠人参”的美誉。

肉苁蓉是历代补肾壮阳类处方中使
用频度最高的补益药物之一，可见其补
肾功能之强。肾藏精，主骨生髓，为先
天之本，是体力产生的原动力和源泉。
长时间运动、过度劳累会造成血睾酮下

降是机体运动能力下降和恢复过程延长
的主要因素。肉苁蓉可防治运动导致的
血睾酮降低，促进垂体性腺激素的分
泌，加快疲劳恢复，提高运动能力。还
可使定量负荷运动后，血乳酸堆积减
少，清除加快，机体耐酸能力提高。肉
苁蓉中还含有大量氨基酸、胱氨酸、维
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滋补成分，可有效
提高男性精子活力和质量。

肉苁蓉具有保护缺血心肌、降血
脂、抗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降低
外周血管阻力、降压等多种药理活性。
中医认为凡补肾之药，必上通于心，心
得肾之精，而后无焦枯之患。苁蓉补肾
之精，也可补心之气也。

肉苁蓉还可润肠排毒。其水煎剂具
有明显的通便作用，可改善肠蠕动，抑
制大肠的水分吸收，缩短排便时间。对
老年人习惯性便秘、体虚便秘和产妇产
后便秘疗效显著。

肉苁蓉还有抗衰老延年的功效。肉
苁蓉药食两用，长期食用可增加体力、
增强耐力以及抵抗疲劳。它也可改善机
体的衰老症状，恢复人精力、体力和活
力。据介绍，中国阿拉善盟查干希热是
世界长寿之乡，只有 139 人的查干希热
嘎查村就有 4 位百岁老人，这里的人高
血压、胃病、肾病、前列腺肥大等常见
病的发病率极低。专家发现，这与当地
居民独特的饮食结构有关，一是这里的

居民在炖羊肉时习惯放入肉苁蓉；二是
习惯饮自家酿制的苁蓉酒。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
医师）

在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
防控中心党委书记刘中夫在 2019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会上表
示，目前我国艾滋病经血液传播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静脉
注射吸毒感染人数逐年减少，母婴传播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刘中夫说，艾滋病防治工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需
要加大宣传、检测等综合治理工作力度，多措并举，巩固现有防
控成效，创新防治策略，精准实施遏制艾滋病传播的防控工程。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顾问周凯表示，中国积
极引入社会组织力量，堪称国际最佳实践，在促进艾滋病防
治工作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此外，搜狗搜索还发布了 《基于艾滋病相关信息网络搜
索行为特征分析报告》，基于搜索大数据平台，整理出目前中
国艾滋病相关内容网络搜索人群基本画像、网络搜索和高危
行为基本特征等数据和信息，并对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做了重
点分析。搜狗搜索首席科学家、副总裁许静芳表示，该公司
愿充分发挥搜索引擎的平台优势、人群优势及 AI 技术优势，
在医疗卫生机构指导下，在疾病的预防控制和科学信息普及
方面多做贡献，为公众提供更加精准、便捷、权威的疾病防
治信息及服务。

胃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据最
新数据显示，中国胃癌每年新发病例数在常见恶性肿
瘤中排第三位，每年新发病例 45.6 万，死亡人数 39
万，平均每两分钟就有 1 名国人因胃癌去世。近日，
2019 年首届“胃癌关爱日”公众宣教活动在北京举
办，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季加孚、沈琳教授、解放军总
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令狐恩强教授、上海交大附属瑞金
医院朱正纲教授、中国抗癌协会康复分会主委史安利
教授等国内胃癌领域权威专家百余人出席了该活动，
他们呼吁全社会集结爱心，帮助胃癌患者，将每年 11
月29日定为“胃癌关爱日”。

胃癌高发 形势严峻

胃癌正在悄无声息地潜入人们的生活，胃癌的发
生除遗传因素外，还与环境 （如空气污染） 和生活方
式 （如胃黏膜慢性感染、吸烟、饮酒以及不良饮食）
等息息相关。据季加孚教授介绍，睡眠不规律、嗜爱
宵夜、抽烟喝酒、重口味饮食等，这些不良习惯都可
能引起胃部出现不适症状，甚至导致体重下降，当胃
部出现这些异常反应征兆时，一定要尽早就医，及时
诊断治疗。

我国目前的胃癌现状是发病率高、早诊断率低、
死亡率高，很多国人对早期胃癌筛查意识薄弱。相
反，韩国、日本虽然都是胃癌的高发国，但死亡率却
较低， 且呈明显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早筛率高是日
韩胃癌死亡率下降的关键因素。据统计，我国早期胃

癌的诊治率低于 20% （而日本的早期胃癌诊治率是
70%，韩国是 50%），多数患者就诊时已经是晚期胃
癌，错失了最佳诊治时机。因此，加强预防、降低胃
癌发生几率的同时，更要提高胃癌的早筛早查意识。

朱正纲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学认
识胃癌以及所患胃癌的类型，是获取最佳治疗的第一
步，第二步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概念，防治胃癌要
有更“早”的行动意识，即“三早：“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胃癌的预后与诊断时机密切相关，越早
发现，治疗效果就越好。他说，胃镜检查加病理治检
是胃癌诊断的“金标准”，是最有效的胃癌筛查方法，
部分早期胃癌在内镜下局部切除病灶即可获得根治性
治疗，早期胃癌及时治疗后，其5年生存率高达90%以
上。因此，积极贯彻并执行“三早”措施，提升胃癌
高危人群筛查意识，是降低胃癌病死率、延长患者生
存时间的重要手段。

“靶”爱唤醒多学科协作

随着我国胃癌规范化诊疗水平的进步，我国胃癌
防治也迈入精准时代。从病理上看，胃癌并非一种单
一的疾病，在所有胃癌患者中，约16.6%的胃癌患者为
HER2阳性，即 6名胃癌患者中就有 1名 HER2阳性胃
癌患者。HER2阳性胃癌是一类独特的疾病亚型，癌细
胞增长更快、侵袭性更强，这类患者病情也相对更容
易恶化。

我国胃癌患者对 HER2 检测的认知度普遍较低，

HER2检测率尚不足20%，这对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
案影响很大。患者和医生重视 HER2 检测，并提高
HER2检测的准确性，就可以更早的明确疾病类型，让
患者接受更有效的“精准治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延长其生存时间。曲妥珠单抗是中国药监局批准的首
个治疗 HER2 阳性胃癌的靶向药物，对于治疗中国的
胃癌患者具有很好的疗效。

据专家介绍，多学科诊疗是胃癌精准治疗的关
键。目前，临床多学科协作团队 （MDT） 是国际公认
的主流肿瘤治疗模式，胃癌的治疗已经从单一的手术
治疗进入到以围手术期多学科协作的全新模式，MDT
已经成为晚期胃癌诊疗体系中的重要手段。MDT不但
提高了胃癌的早期精准诊断率和治愈率，也可有效地
帮助胃癌晚期患者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全面推动
我国胃癌诊疗水平的提升。

携手聚力 抗击胃癌

如何帮助癌症患者走出疾病阴霾、科学康复，已
成为专家、患者、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据
史安利教授介绍，今年只是向胃癌宣战的开始，此后
每年的 11 月 29 日“胃癌关爱日”，都将开展不同形式
的胃癌关爱及科普宣教公益活动，进一步通过普及胃
癌防治知识，提高癌症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引导患
者接受规范化治疗，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并鼓励患者
在亲友、康复组织等社会各界的关怀下，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战胜癌症。

一直以来，创新药物可及性低（可及性是指某种事物或某
种技术所能涵盖并达到的效果），是阻碍患者获得生存希望、改
善生活质量的最大短板。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患者组织
经验交流会上，中国患者组织与行业协会、国外患者组织、专家
学者等各方代表聚集一堂，共同探讨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患
者组织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真实数据，参与药品研发、临床
试验、审评审批等药物全生命周期过程，从而提高药物可及性。

从全球经验来看，药物全生命周期的患者参与，能促进
药物更快地研发上市，并客观影响政府决策，从而有效提升
药物可及性。

淋巴瘤之家创始人顾洪飞介绍了国外患者组织推动结节
硬化症药物研发的案例。值得欣慰的是，该药物在中国的上
市，是由中国蝴蝶结结节硬化症罕见病关爱中心组织推动，
患者组织通过主动联系医生，参与计划并积极组织患者配合
临床试验的开展，成功将药物带到了中国患者身边。

对此，顾洪飞表示，类似这样的经典案例，非常值得更
多中国患者组织学习和借鉴，在药物研发早期阶段就让患者
组织参与进来，将患者的声音及时反馈给药企，能确保药物
开发优先围绕患者的需求进行。

“患者的参与正是将患者需求融入到新药研发、监管政策
路径中的重要策略，让患者能够真正买得着、买得起、用得
上相关药物。但是这也对患者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患者组
织需要不断提升其专业能力。”罕见病发展中心创始人黄如方
说：“如果患者组织专业能力不强，不了解研发过程，自然无
法和药企在对等位置上合作。”

据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将真实数据定
义为涉及患者疾病诊疗收集的所有相关数据和信息，包括电
子健康档案、医保、医疗服务流程和诊疗数据信息等。通过
对真实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可以使其转变为真实证据，从
而支持相关决策。目前，真实证据已在药物研发与审批、医
疗保险支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真实证据首先应用于支持药物研发、审批上
市。今年5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起草发布了

《真实证据支持药物研发的基本考虑 （征求意见稿）》，标志
着利用真实证据用以评价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成为可能的
一种策略和路径。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患者组织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患者真
实数据，管理相关患者信息，同时进行数据分析，发布相关
疾病领域数据调研报告，将大量证据和需求反馈给国家相关
政策制定机构、药企，协助药物研发和政策突破。

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会长史安利表示，打造“以患者为
中心”的医疗卫生生态圈，已成为未来发展不可阻挡的趋
势。在整个生态圈建设中，希望企业、患者组织和社会各界
共同携起手来，在政府主导下，从新药研发、药物审批、药
品准入等方面形成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医疗
保障体系，让更多更好的药物惠及更多患者。

中国艾滋病防治取得明显进展
舒 梦

发挥患者组织作用

协助创新药物研发
珏 晓

“沙漠人参”——肉苁蓉
王红蕊

如何早发现胃癌？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国胃癌发病区域包括东北地区、河西走廊、沿海地
区 （江浙、福建） 等。从预防角度来说，首先要从生活环
境入手。在生活习惯上，要提倡吃新鲜食品，拒绝吃变
质、霉烂或少吃腌制食品，这种都是致癌物含量比较多的
食物；一些经过高盐加工之后的食物，或多或少都含有一
些致癌物。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三餐饮食规律，不熬
夜或少熬夜，这些都与健康有直接关系。

其次，对慢性的、良性的胃病要及时治疗，特别是国
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比较高，要引起重视。幽门螺旋杆
菌被世卫组织明确定义为促癌因素，是诱发胃癌的一个重

要因素。所以一旦发现就要进行及时治疗，特别对一些癌
前疾病或者癌前病变，要更多地重视，防止癌前病变演变
成癌种。

其三，要重视体检。我国人口众多，不能做到体检普
及化，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或农村地区，体检普及还很难
做到。即使在一二线城市，虽体检越来越普遍，但体检的针
对性不强，比如不包括做胃镜等这类对胃癌或其它肿瘤筛
查的项目，这些都是影响早期肿瘤发现的一些关键因素。

如果以上这些因素能够得到改善，就可以大大降低未
来癌症的发病率。即便是患了胃癌，也可以早期发现，对
治疗带来很大帮助。特别是年龄超过45岁以上的人群，有
肿瘤家族史、有胃癌前期疾病（如慢性胃溃疡、胃息肉、肥厚
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等）的人群，一定要更加重视起来。

2019 今日头条算数健康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过
去一年，“失眠”首次上榜“十大最受关注疾病”，且

“90后”成为购买助眠类产品的主力军。同时，18岁至
23岁的“95后”对健康兴趣度上升最明显，达 46.9%，
涨幅高于50岁以上人群的44.5%。

“95后”对健康关注度明显上升
数据显示，2019年，每天约有 3500万人在今日头

条平台上浏览健康内容，健康类资讯阅读量高达 540
亿，比2018年增加了60.7%，是2015年的近11.5倍。

上升的还有网友高频互动。其中健康类内容收藏
数超 7.2 亿，比 2018 年增长 50%；点赞数超 3.2 亿，增
长461%；评论数8600万，增幅139%。

平台健康关注度数据还显示，18岁至 23岁的“95
后”对健康兴趣度上升最明显。

此外，控烟成为 2019年网友最爱一吐为快的话题，
紧随其后的是：有机食品、医院检查、白血病男童、生孩

子、名人去世、献血、肌肉抽筋、掏耳朵、心脏支架。
“失眠”闯入十大最受关注疾病

此次公布的“十大最受关注疾病”中，“失眠”以
3.5亿之高的阅读量首次进入前十，位列第七位，前三
甲仍被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老面孔”占据。痛
风、艾滋病、胃病、高血脂、冠心病、肝病位列前十。

“敷最贵的面膜，吃最贵的保健品，点最便宜的外
卖，熬最深的夜”，成为当下不少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
照。数据显示，中国超2亿人存在睡眠问题或睡眠障碍
症，其中失眠最常见，“90后”成为购买助眠类产品的
主力军。

今年的“十大最受关注健康热词”榜上，“医生”
位居第一，阅读量高达 55.5 亿。随后是食物、癌症、
患者、血管、糖尿病、营养、肝脏、血糖、中医。

“了不起的医院”项目牵手104家机构
带来海量阅读的内容创作者有多少？今日头条内

容生态总经理洪绯表示，平台上健康类账号在 2019年
达到 6.3 万个，分别是 2018 年的 1.3 倍、2015 年的 15.3
倍。这 6.3 万名创作者过去一年累计生产了 394.9 万条
内容，阅读量10万+的爆文近3.2万。

为打造健康内容精品化，2018 年推出的清风计划
目前已覆盖上万名创作者，话题阅读量超 63.9 亿，讨
论量186万。打造的100位健康真相官中，43位成为签
约作者，过去一年创作了1.4万多篇辟谣相关文章。

2019年，今日头条为医生提供流量和 IP打造扶持，
主要包括：推出“了不起的医院”项目，目前北京协和医
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104家
医院已加入合作，入驻医生超1400位，生产内容14万余
篇；与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开设多档医生栏目。

探索健康辟谣新模式
在 2019今日头条算数健康大会上，今日头条与科

普中国新媒体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发挥中国科协权
威科普资源优势和今日头条智能推荐引擎优势，使公
众能便捷地获取科学、权威、规范的健康知识，共同
打造健康中国科普最强音。

据介绍，2020 年双方将探索健康辟谣新模式，开展
科普专家团共建及科普能力培训。同时，中国科协专家
团将对平台健康领域高热内容进行科学性评估并认证。

健康大数据：

“失眠”首次上榜“十大最受关注疾病”
本报记者 喻京英

健康大数据：

“失眠”首次上榜“十大最受关注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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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防““胃胃””杜渐杜渐

提升胃癌防治意识提升胃癌防治意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