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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2月19日电 能
“读图”识别影像，还能“认字”读懂
病历，甚至像医生一样“思考”，出
具诊断报告，给出治疗建议……这
不是科幻，人工智能医疗正从前沿
技术转变为现实应用，“人工智能
医生”离患者越来越近。

机构预测，中国医疗人工智能
的市场需求已达数百亿元。专家
认为，“人工智能医生”的应用，有
利于缓解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医疗
资源供需失衡以及地域分配不均
等问题。那么，“人工智能医生”何
时能真正上岗？

人工智能+医疗市场规模
持续增长

由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教授夏慧敏、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教授张康等专家领衔的医疗数
据智能化应用团队，联合人工智能
研究和转化机构研发出“辅诊熊”
人工智能诊断平台，通过自动学习
56.7万名儿童患者的136万份高质
量电子文本病历中的诊断逻辑，诊
断多种儿科常见疾病，准确度与经
验丰富的儿科医师相当。2月12
日，这项临床智能诊断研究成果，
在线刊登于知名医学科研期刊《自
然医学》。

北京深思考人工智能首席执
行官杨志明博士认为，人工智能技
术不断发展，正与医疗垂直应用场
景深度结合，如影像人工智能、病
理组织人工智能、病理细胞人工智

能、基因诊断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全科医生等。

人工智能和医疗的结合被看
作未来5-10年的投资热点之一。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报告，中国
人工智能医疗市场规模在持续增
长 ，2017 年 超 130 亿 元 ，增 长
40.7%，2018年市场规模约 200亿
元。那么，“人工智能医生”能做什
么呢？

——缓解医疗人力资源紧
张。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放射
科，每天仅肺部检查就达 150 件
次。该医院引入肺癌影像智能诊
断系统后，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将肺
部影像诊断压缩至秒级——在医
生看到患者的胸部CT影像前，系
统就能自动标出肺结节的大小、位
置、密度，并初步分辨良恶性。

——预防慢病。由于慢性病
筛查准确度低、针对性干预难度
大、健康管理工具缺失等医疗难
题，成人对糖尿病的知晓率仅
30.1%。上海瑞金医院和人工智能
公司第四范式共同推出一款基于
人工智能实现的糖尿病及并发症
管理产品，在公众号中输入个人的
相关信息，包括性别、体重、空腹血
糖等，可以预测出此人近3年患糖
尿病的风险系数。指标超过一定
比例，还会建议个人尽快去医院就
诊。

——提高癌症筛查效率。早
诊早治是提高癌症治愈率的关
键。2018年12月，中山大学肿瘤
防治中心牵头开展上消化道肿瘤

人工智能诊疗决策系统的研发及
推广应用项目，根据该系统试用初
期数据分析，临床试用中恶性肿瘤
识别准确率已达到95%以上。徐
瑞华认为，我国现有癌症筛查技术
仍有许多局限性，癌症早诊率仅约
20%。人工智能在胃癌、肺癌、乳腺
癌、肝癌等早诊早治方面均有广泛
应用前景。

——助力公共卫生科学决
策。业内专家认为，人工智能通过
海量的数据模拟出医疗流程、医疗
诊断、医疗建议和治疗方案，将推
动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更为科学。

“人工智能医生”会取代
人类医生吗？

“人工智能医生”究竟是如何
“思考”的？以慢病管理为例，看似
简单的“百分比”，背后其实有一整
套算法模型。第四范式创始人戴
文渊说，对于深度学习而言，慢性
病的数据量相对比较小，可能只有
万级的数据样本。因此在糖尿病
的风险预测中，算法应用了迁移学
习、半监督学习和可解释机器学习
等。

“人工智能不会替代医生，但
懂人工智能的医生可能会替代不
懂人工智能的医生。”联影智能联
席首席执行官沈定刚认为，未来人
工智能的应用将贯穿于整个临床
工作流，从源头的成像一直到后期
的诊断、治疗和评估。

不过，就目前的技术限制，在

人工智能输入的数据和其输出的
答案之间，通常存在着无法洞悉的

“隐层”，被称为“黑箱”。“黑箱”存
在的后果，就是难以判断人工智能
是否出错。“如果能让医生看到计
算机是怎么想的、怎么得出结论
的，就能让人类更相信计算机，让
人类对它更加放心。”张康说。

夏慧敏介绍，人工智能并不会
取代医生，但是可以大幅减轻医生
的工作量。更好的技术手段和平
台，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疗服
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又能提高健康
服务的公平性。

“人工智能医生”何时能
“上岗”？

记者走访多家医院、人工智能
公司发现，现阶段医疗人工智能发
展存在诸多难点，比如医疗数据难
以获取、研发周期长、临床实验费
用高、医院应用门槛高等。

专家认为，我国在医院病例数
方面有很大优势，但由于医疗数据
没有共享，存在“孤岛”现象。且数
据的录入欠缺标准，导致大量优质
数据无法为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
服务。

2017年 8月 31日，原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版
《医疗器械分类目录》，新增了与人
工智能辅助诊断相对应的类别，在
目录中具体体现在对医学影像与
病理图像的分析与处理。这意味
着，如果医疗影像人工智能产品想
要走医院采购这条路，必须通过相
应认证。

杨志明认为，目前人工智能
技术未能达到通用人工智能，还
处于垂直领域的“弱人工智能”阶
段，在推理、综合决策、跨领域、跨
病种、自我创新等方面还远未成
熟，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医生还需
要很长的时期。

广
告

1、缺失一颗牙，特别是缺失前牙，不愿意磨损两边的
健康牙齿做烤瓷牙。

2、缺失多颗牙或者全口牙，使用传统假牙有困难、功
能不好，戴不好的患者。

3、对假牙的美观、功能有较高要求者。
4、缺牙周围的余牙有问题，不能做传统假牙的患者。
5、没有严重牙周炎、牙周病及其他严重口腔疾病。
6、没有严重的糖尿病、肾病、心脏病、凝血障碍疾病、

精神障碍、骨质疏松、传染及骨代谢疾病等。

南京军区总院、华西医科大种植专家亲诊
让你的牙齿“重获新生”

种植牙作为国际口腔医学界
公认的缺牙修复方式，已在全国各
地普及。随着厂家生产力的进步，
种植牙的技术、质量不断提高，而
价格则不断降低，从曾经的动辄一
两万降到几千元。价格已经不再
是百姓种牙的主要顾虑，种植牙医
疗机构及材料的良莠不齐成为医
疗管理部门及百姓关注的焦点。

去年9月20号全国爱牙日，丹
阳市慈善总会、雅尔美口腔共同发
起了“幸福晚年有口福”大型公益
行动，旨在倡议：团结所有社会力
量关注牙缺失老人，为他们提供援
助，让他们拥有一口好牙，乐享晚
年幸福生活，真正让他们老有所
依！丹阳地区规模最大的、拥有众
多国内外口腔专家、设备最齐全的

专业口腔机构——雅尔美口腔成为
此次公益行动的唯一指定口腔医疗
援助机构。为了此次公益活动，组
委会也投入150万援助金予以支持，
将全城公益首发《爱牙援助基金
卡》，全城符合条件的老人都可以自
行上门领取，甚至对于特殊情况者
还可以申请首颗免费种牙、半价种
牙等。

据此次公益行动的唯一指定口
腔医疗援助机构——丹阳雅尔美口
腔刘秉尧博士介绍，截至目前，已经
有近500名缺牙老人到雅尔美口腔申
领了《幸福晚年有口福》爱牙援助基
金卡，做了免费的口腔全面检查拍
片。其中已有近30位缺牙老人获得
了种植牙半价援助名额，有近20位获
得了免费援助名额。2019年，我们将

启动新一轮的“口福行动”，我们旨在让
更多需要种牙的人得到实惠！

即日起，凡是丹阳市市民，年龄在18-80周岁，都可以通过微信、电话，自行上门
等申领由种植牙救助中心提供的补贴，详情如下：

主办单位：丹阳慈善总会、丹阳总工会
支持单位：丹阳雅尔美口腔（唯一指定援助单位）
申请时间：2019年2月19日-2月28日
补贴内容：1.种植牙 8项费用 100%全额补贴；2.

德国进口种植体补贴 6000元，种指定瑞士种植牙还
可以享免费终身质保；3.进口种植牙仅需5800元！4.
名额内，种牙可报销打的车费；5.种指定瑞士种植牙，
享受免费终身质保服务！

报名热线：86568181

种植牙救助中心补贴申请说明

种植牙也叫人工种植牙，是通过医学方式，将与人体骨
质兼容性高的纯钛金属经过精密的设计，制造成类似牙根
的圆柱体或其他形状，植入缺牙区，再在人工牙根上制作烤
瓷牙冠。种植牙可以获得与天然牙功能、结构以及美观效
果十分相似的修复效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缺牙患者的首
选修复方式。因不具破坏性，种植牙已被口腔医学界公认
为缺牙的首选修复方式。

【种植牙科普】

【种植牙的适用人群】

丹阳医保
定点单位

●雅尔美新春特惠季
●纯韩种植牙全套特价放送仅需6800元
●德国一线品牌种植牙种一颗牙送一颗全瓷牙冠
●青少年、成人牙齿矫正最低7800起
●隐形矫正免费试戴、免方案设计费

医院地址：新市口（锦豪大酒店隔壁）

爱牙热线：86568181

2019年“幸福晚年有口福”新春援助正式启动

活动背景

刘秉尧特约专家

口腔医学硕士
南京军区总院种植专家
国际种植协会（ITI）成员

母东亮
口腔医学硕士
毕业于华西口腔医学院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口福行动部分专家组成员

关注后输入姓名加联
系电话即可报名

会“看”病历会“思考”

““人工智能医生人工智能医生””即将上岗即将上岗？？
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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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吴京、屈楚萧主演冒

险、科幻、剧情电影《流浪

地球》；黄渤、沈腾主演喜

剧、剧情、科幻电影《疯狂

的外星人》；沈腾、黄景瑜

主演喜剧电影《飞驰人

生》；王宝强、鄂靖文主演

喜剧电影《新喜剧之王》；

动画、冒险、喜剧电影《熊

出没·原始时代》；王大陆、

林允主演爱情电影《一吻

定情》；成龙、阮经天主演

喜剧、爱情、动作、奇幻电

影《神探蒲松龄》；刘青云、

梁家辉主演悬疑、犯罪电

影《廉政风云》。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今日上映7部影片：
吴京、屈楚萧主演冒

险、科幻、剧情电影《流浪

地球》；黄渤、沈腾主演喜

剧、剧情、科幻电影《疯狂

的外星人》；沈腾、黄景瑜

主演喜剧电影《飞驰人

生》；动画、家庭、喜剧电影

《小猪佩奇过大年》；动画、

冒险、喜剧电影《熊出没·

原始时代》；王宝强、鄂靖

文主演喜剧电影《新喜剧

之王》；王大陆、林允主演

爱情电影《一吻定情》。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
卢米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
座。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
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
影城。

观影指南2019

信息收集：岳春芳

雨水节气气温有所上升，
但忽高忽低的气温也会使老年
人的血压出现波动，更容易诱
发心脏病、心律失常、心梗等心
脑血管疾病，抵抗力弱的儿童，
则容易发生呼吸系统疾病，如
感冒、咳嗽等。

雨水节气，背部保暖可预
防寒气损伤督脉，减少感冒发
生几率；腹部保暖有助于预防
消化不良和寒性腹泻；足部暖
和了，全身才会真正暖和起
来。

雨水时节湿气过盛，容易
引发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泻
等症状。饮食应肝脾同补，健
脾祛湿，尽量少吃酸味食品、多
吃甘味食物，滋养肝脾两脏。
糯米、黑米、高粱、黍米、燕麦、
大枣、龙眼、核桃、栗子、牛肉、
猪肚、鲫鱼、鲈鱼等，都是不错
的食材。

作息方面，宜早起晚睡，睡
眠不好的人群，可仰卧，以肚脐
为中心，用手掌在肚皮上按顺
时针方向旋转按摩 200 次左
右。

3月 3日是世界听力日。今
年的主题是“查查你的听力”。
结合世界听力日主题，我国将今
年第 20次全国“爱耳日”主题确
定为“关爱听力健康，落实国家
救助制度”，充分体现我国政府
对听力健康的重视。

就在上周，世界卫生组织公
布的最近数据显示，全球将近
50%的 12 至 35 岁人群、大约 11
亿年轻人由于长时间或过度娱
乐噪声暴露，如通过个人音频设
备收听音乐、玩游戏等，面临听
力损失的风险。为此，世界卫生
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一
项用于生产和使用智能手机和
音频播放器的新国际标准，以期
加强这些设备对听力保护的安
全性。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

士说：“听力一旦损失，就不会再
恢复。这项新的世卫组织和国
际电联标准将使这些年轻消费
者在娱乐时得到更好的保护。”
新标准建议个人音频设备应包
括跟踪用户收听的音量和持续
时间，并将其体现为占参考暴露
量比例的软件；根据用户用耳习
惯产生个性化资料，告诉用户听
声的做法是否安全等，并根据信
息为用户提供提示；提供限制音
量的选择，包括自动降低音量和
父母控制音量等。标准旨在改
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用耳做
法。

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
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防
聋办公室主任黄丽辉说，现在青
少年听力下降已经成为急需关
注的问题，他们的听力损害主要

来自于娱乐噪音。“我们在地铁
里经常能看见戴着耳机听音乐
的年轻人。”在公共交通工具或
者私家车里听音乐，由于音量需
要调整到可以掩盖交通工具的
音量，所以分贝数会比安静时
高。长时间暴露在这种条件下，
就容易损害听力。“我曾经接诊
过一个20岁的男孩，在网吧里戴
着耳机打了一周游戏之后，发生
了突发性耳聋。”在黄丽辉的门
诊中，小学阶段就出现听力下降
甚至耳聋的孩子也不少，这与过
度暴露在噪声中有关。“有一个
小学生是因为在家里看电视调
的音量特别大，家长带他来到医
院就诊时，才发现右耳全聋了，
父母很难接受。”黄丽辉说，孩子
听力下降后，上课听不清楚，就
会注意力不集中，“其实孩子不

认真听讲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
他听起来太吃力。”

目前，人们对视力、血压等
健康指标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但
对听力的关注程度还不够。作
为耳鼻咽喉科的专家，黄丽辉建
议青少年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每
年能查查听力，“有时候一只耳
朵听力已经明显下降了，不通过
听力检测很难发现。”她表示，将
听力检测纳入到体检中，早期发
现听力损害，就可以有针对性地
远离噪声，保护听力。青少年如
果佩戴耳机听音乐，建议尽量不
要超过 60 分贝，每次不要超过
60 分钟。此外，要尽量避免爆
震，避免长时间暴露在低分贝的
环境噪声中，“听力一旦损伤就
不会逆转，预防更重要。”

（晓宏）

青少年听力下降亟待关注
提醒：戴耳机听音乐每次不要超过60分钟

早起晚睡
多吃甜食

洗碗是很多家庭每天必
做的家务，厨房里洗碗布必不
可少。多数人认为，每次洗碗
后，洗碗布就一起洗干净了。
但其实洗碗布怎么选、怎么消
毒，也是大有学问的。

洗碗布常和碗筷亲密接
触，肉屑、菜渣、油污等都会遗
留在上面。如果不更换、不晾
干、擦桌擦碗用一块，洗碗布
只会变成“脏碗布”，伤害身体
健康。曾有实验将潮湿的洗
碗布剪下一小块，把滴落的水
放置于培养皿中，48小时后，
其细菌数量都达上亿，且不分
布的质地和使用时间长短。
有 20%的洗碗布还隐藏着大
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
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厨房洗
碗布的卫生标准，参照一次性
使用卫生用品的国家标准，洗
碗布上的细菌总数超标 7250
倍，说明卫生状况达不到基本
的要求，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
安全。这些细菌包括致病菌
和有益菌，其中致病菌会破坏
肠道里正常的菌落环境，有一
部分会留在身体里，引起腹
泻，损伤肝脏等身体器官。菌
落总数多，危害健康的几率自
然增大。

目前，市场上的洗碗布主

要分为以下几种，各有优缺
点。纯棉的手感好，但吸水后
易膨胀，易滋生细菌；纤维类
中，植物纤维洗碗布的亲水
性、排油性、吸水透气性要弱
于木质纤维的，但后者价格较
高；化纤类稳定性较高，不易
滋生细菌；天然丝瓜络韧性
好，能轻松带走油污，但清洗
时较费劲；钢丝球清洗难以祛
除的污渍油斑较方便，但容易
藏污纳垢，一定要勤换。

为保证健康，使用洗碗布
应遵循如下原则：第一，专布
专用，洗碗、洗锅、擦灶台油烟
机、清洁餐桌台面分开使用。
第二，每季度更换一次。第

三，无论哪种洗碗布，使用后
尽量拧干展开，放在通风干燥
处，以免在潮湿环境中滋生细
菌。第四，建议洗碗前先消毒
洗碗布，可以用开水煮，也可
以用微波炉高火加热 2分钟，
或放在太阳下晒，有条件的可
以用紫外线消毒。家中有呼
吸道感染、乙肝、胃幽门螺杆
菌阳性等患者，建议用 84 消
毒液浸泡 20 分钟到半小时
后，再用清水洗干净。第五，
科学、正确地洗手也很重要，
可以有效预防洗碗布“二次污
染”，减少器具上的细菌通过
手的接触传播，彻底杜绝病从
口入。

洗碗布有上亿细菌 洗碗擦桌别混用

新华社电 孩子不停地眨眼
睛、皱鼻子、耸肩膀，还有的
孩子不能控制自己说脏话……
很多家长不知道这其实是儿童
抽动症的症状。

记者从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获悉，开学季
来临，医院接诊的患上抽动症
的患儿增加，家长和老师要积
极引导，给予孩子更多关爱，
帮助孩子及时接受心理辅导。

据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杨理明教授介绍，医院
近期收治了几十名患上抽动症
的孩子，这些孩子均有不停挤
眉弄眼、骂脏话的“怪习惯”，
一些患儿还有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情绪障碍、暴怒等心理障
碍。

湖南省脑科医院儿少心理
科主任马静博士介绍，近年
来，抽动症患儿增多，抽动症
的发生与生理、心理因素相
关，患抽动症的儿童主要表现
为肌肉重复抽动和发声抽动。

专家提醒，一些患上抽动
症的患儿容易引起周围人的关
注，特别是伴有发声抽动的患
儿，由于会反复发出吼叫，容
易被周围的人不理解甚至遭遇

“白眼”，这会给孩子带来暴
躁、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
对于孩子的这种状态，家长要
积极引导，不要强行制止甚至
打骂孩子。

专家建议，对于轻度的抽动
症患儿，家长应多理解孩子，多
和孩子沟通，给予孩子更多的理
解、宽慰和关爱，不要给孩子太
大的学习压力，避免孩子出现紧
张、焦虑情绪。如果发现孩子症
状加重，出现反复吼叫甚至是暴
怒情绪，应及时到专业机构就
医，帮助孩子及时接受心理辅
导。大多数抽动症患儿在及时
治疗后，发作频率会降低，症状
会逐步消失。

开学季
抽动症患儿增加
建议家长给予更多关爱

无论是手指甲还是脚趾
甲，如果不注意修剪，很容易
藏污纳垢。为了保持清洁和
美观，有些人习惯将手指甲、
脚趾甲剪得很短，结果却出现
了嵌甲。那么，嵌甲到底是什
么？如果出现嵌甲，应该怎么
办呢？

顾名思义，嵌甲就是指手
指甲和脚趾甲长到肉里，患者
早期可出现轻微疼痛，如果没
有及时接受治疗，不仅会导致
疼痛加重，而且可能引发发热
等全身症状。

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嵌
甲，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皮肤整形美容科主任刘永生
介绍了以下几种原因：

1.遗传因素。甲的曲度
和轴向与嵌甲的发生有关。

2.碰撞、挤压等机械性损
伤。此类损伤可使甲板侧缘更
接近甲沟软组织而形成嵌甲。

3.某些疾病引起的畸形
甲，比如甲营养不良、厚甲症
或甲真菌病等。

4.穿鞋不当、穿鞋过紧。
5.修甲过短、过深，甲侧

缘没有剪齐等。
在发生嵌甲之后，有些人

认为只要将长到肉里的指甲
或趾甲剪掉就好了，但这样只
会造成恶性循环，损伤甲周皮
肤，造成局部化脓性感染，甚
至引发甲沟炎。高伟提醒，发

生嵌甲时不要急于把长到肉
里的甲剪掉，而是应该等甲长
长，待其完全超出肉的时候再
修剪，修剪时要保证甲比皮肉
交界处多出 1 毫米以上的距
离。同时，可以每晚用热水泡
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出现
甲缘积脓、甲下积脓等情况，
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在
医生的建议下拔除整片甲。
拔甲后，只要甲床未被损坏，
很快就有甲长出来。

手指甲、脚趾甲剪得越短越干净？小心发生嵌甲

这个手指甲就修得太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