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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癌症医疗花费
每年超2200亿元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9年全国最新癌症
数据显示，近10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
持约3.9％的增幅，癌症医疗年花费超过2200
亿元，人均超5.6万。

显然，如果再加上癌癌治疗中其他延伸支
出，5.6万只是一个有限统计的保守数字。一人患
癌，累计支出上百万者也不在少数。中日医院胸
外科主任医师刘德若介绍，比较而言，早期癌症
相较于晚期癌症存活率高几十倍，费用却仅为
几十分之一。

据2019年最新癌症报告分析显示，中国癌
症患者5年生存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
差距，出现这种差距的主因是临床就诊早期病
例少、早诊率低、晚期病例临床诊治不规范。

癌症早期筛查对于早期发现癌症早期诊
疗，节省医疗花费至关重要。据美国2019年癌症
报告显示，近5年（2011～2015年）男性癌症整
体发病率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其中肺癌和结
直肠癌发病率以每年3%的速度下降。这两项癌
症发病率下降与结直肠镜筛查和低剂量螺旋
CT筛查普及有关。

在我国，肺癌以及结直肠癌发病率以
20.03%与9.88%分列癌症发病率第一位和第三
位。目前，低剂量螺旋CT检查价格在300～500
之间不等，已被广泛应用于肺癌早筛，对于肺癌
早期患者治愈率可达80%以上。

对于国家而言，扩大相关肿瘤的筛查及早
诊早治覆盖面，是为癌症患者减负、为医保减少
支出的一个重要之举。 （人民日报）

“呼吸活检”实验室
落户上海

日前，国内首个呼吸活检实验室落户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未来，患者“哈
一口气”或许就可以筛查早期肺癌了。

呼吸活检是首个通过检测挥发性呼吸气体
筛查肿瘤的革命性技术。

研究人员采用类似于“真空采血管”的呼吸
采样器对几分钟的呼吸样本进行捕获，采用微
芯片化学传感器，分析来自全身的挥发性代谢
化合物具有高灵敏度和选择性，可用于疾病的
早期发现和实时监测。

仁济医院肿瘤科主任、实验室负责人王理
伟表示，呼吸活检可以作为早期发现呼吸道癌
症的无创检测的关键手段，不仅能降低患者的
就医成本、节省医疗资源，还能整体提高癌症患
者的早诊率和存活率。

国内首个呼吸活检实验室由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与英国相关机构合作开
设，将于3个月后开展肺癌早期检测的临床试验
工作。

根据合作协议，仁济医院将提供实验室场
地、完善的设备以及专业的科研团队，英国相关
合作机构将提供呼吸活检技术，其中包括呼吸
采样器、收集站、分析仪器及支持实验室高效运
作所需的程序和培训。 （人民日报）

近日，《科学》杂志（Science）指
出，阿尔茨海默病和睡眠不佳的关系
很大。

研究人员发现，健康的成年人一
晚不睡觉，大脑中Tau蛋白的增加幅
度就会超过50%，β-淀粉样蛋白增
加30%，这两种蛋白增加与阿尔茨海
默病风险相关。失眠造成的痴呆风险
是无失眠人群的1.53倍；睡眠片段化
较重的患者，老年痴呆和认知功能下
降的发生风险是睡眠片断化较轻患

者的1.5倍。
在神经系统疾病中，阿尔茨海默

病悄无声息地出现，其潜伏的时间可
长达20年左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朱国行教授表示，“没有
充足的睡眠，‘痴呆蛋白’就会在大脑
中堆积。夜间被类淋巴系统清除掉的
垃圾里包括淀粉样蛋白，这正是导致
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美国总

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都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朱国行教授举例说
道。

陕西省人民医院神经三科主任
医师李锐建议，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首先，可以改善睡眠习惯，要直面觉
醒及失眠所引起的恐惧和焦虑，努力
克服恐惧心理。如果经常失眠，或者
存在引起失眠的疾病时需要及时就
医，通过药物、心理干预等方式，改善
失眠情况。

独生子女的父母们，正在变老。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目前我国已有至

少有福建、广西、湖北、海南、黑龙江等10
多个省区对“独生子女护理假”做出了具
体规定。尽管目前护理假时长有所区别，
但这一步已经迈出。

许多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目前都是
单位的骨干，但不少是异地求学就业，与
父母分隔两地。老人生病住院时谁来陪
护，成了摆在生命中的一道难题。独生子
女要赡养四位老人，还要养育孩子。老人
没病时处处晴天，而一旦生病住院，甚至
成为失能老人，对于独生子女们来说便再
无晴朗之日：不仅要照顾老人，还要忙于

事业，真是分身乏术，苦恼多多。有时老人
的病还没好，他们自己却病倒了。这样的
家庭何谈幸福感？

正如歌德所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农
夫，家庭和睦是最幸福的。”回首这些年我
国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最核心的目的还是
为了“人”。人们在取得辉煌的物质成就
后，更要得到丰盈的精神发展、心理发展，
拥有更多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这种力量最
根本的获得当然来自家庭，家庭和睦、老
有所养，我们才能安居乐业。

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的推出让人感
到欣慰；更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
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
年人”可以得到充分落实。独生子女护理
假，亦是和谐养老的一幅“侧写”，一个国
家的进步、一个时代的力量，都印刻在这
一件件一桩桩的权益保障中。

“实施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制度，有
利于增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能力，有
利于保障独生子女家庭的合法权益。”日
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独生子女护理
假的肯定，更为其实施打开了一道通路，
让地方上的积极试水更有底气。

比如《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规定，违反独生子女护理假规定的用人单

位将面临2000～20000元罚款，还会被列
为工资支付行为失信单位重点监管，严重
失信的用人单位会纳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黑名单”……
这些切实保障独生子女护理假举措的落
地，让这背后的老年群体，获得了更有温
度、有尊严的养老环境。

如今，我们已将对老人的关心、对家
庭的呵护，提升到了制度层面、国家高度。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法律法规保驾护
航下的爱老敬老措施，会让老、中、青三代
人的幸福来得更加踏实、让家庭更加温
暖。

（健康时报）

这个护理假让养老更有温度

前些天，一部中国风短片《包宝宝》获
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短片奖，
细腻的描述、大胆的想象、感人的剧情，打
动了无数观众。恰逢开学季，如此真实的
亲子关系也戳中了不少中国家庭的痛点。

这部影片由华裔女导演执导，用华人
家庭的形象和场景，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
悉的话题——妈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控制”，以及如何面对长大以后的孩子。
短片热播后，很多网友留言，“我就是包宝
宝……”“真的是从小生活在妈妈的管制
下，让现在的我逃离远方。”

共鸣不少，正是因为短片直指中国式
亲子关系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孩子很少
被当作独立的个体看待，而被视为父母生
命的延续。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理直气壮
地对孩子的生活加以干预，以爱之名实施
控制、以付出为由要求回报，成为不少家
庭的常态。

通常孩子对父母无条件的服从和崇
拜，最多只能维持到少年时代。随着孩子
一天天长大，与父母的“较量”也开始了。
就像动画片中的妈妈，要干涉小包子的兴
趣爱好，要监听他的秘密，甚至于最终在

小包子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妈妈崩溃地将
小包子吞进肚子里，泪流满面……多么痛
苦的讽刺！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妈妈，以
爱之名“吞噬”了孩子的自由和人生。

而那些能做到长久控制孩子的家庭，
其实更可悲。一位不肯退场的妈妈，往往
为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甚至子女的夫妻
关系埋下冲突的种子。在现今婚恋关系
中，“妈宝男”成为女孩们避之不及的“物
种”。最可怕的是，被一路控制长大的孩
子，恶性循环，最终也成了控制欲极强的
父母。

健康的亲子关系其实来自于良好的
夫妻关系。著名心理学家曾奇峰认为，夫
妻关系是“家庭的定海神针”。那些控制欲
强烈的妈妈，很多都是在夫妻关系中有所
缺失，是她们更离不开孩子、不舍得放手。
在《包宝宝》中，很少看到丈夫的身影，母
亲的孤独和从孩子处得到的情感补充，便
成了对子女控制的根源。

如今，很多妈妈自嘲是“丧偶式育
儿”，自己下班后要做饭、干家务、带孩子。
养育孩子的艰辛和无助，甚至令不少适龄
女性恐婚恐育。而当女性已经走出家庭，

开始参与社会分工；相应地，男性也应转
变思想，共同分担家庭事务，而不是继续
当甩手掌柜。一个家庭长期遭遇丈夫角色
的缺位、父亲角色的缺失，很难拥有健康、
和谐的家庭关系。

恰如其分的父母之爱，是在孩子小时
候给出足够的爱、照顾和尊重，在孩子长
大后学会得体退场。当孩子要离家远行
时，也会有丈夫握着妻子的手，告诉她：

“不要难过，你一直有我在。”

“我拿出来一看，吓我一跳，怎么都发芽
了？胆宁片上裂开出现黑色的硬硬的东西。”

近日，数位上海市民向健康时报爆
料，上药牌胆宁片没到期就出现了疑似

“发芽”的情况。
市民爆料：胆宁片“发芽”并非个例
胆宁片是一款治疗胆石症、胆囊炎的

中成药，用于整体治疗慢性胆道感染、胆
石病，以及控制各种术后症状，防止胆石
在肝胆管中再生。

上海市民倪女士疑惑地告诉健康时
报记者，她有10多年服用胆宁片的习惯，
基本每天都要吃，以前也没出现过这种

“发芽”情况。
与倪女士一样，上海的张女士也有10

多年服用上药牌胆宁片的习惯，基本每两
周就要找医生开两瓶胆宁片。一天服用3
次，一次4片，100粒/瓶装的胆宁片一个

星期就会吃完。但在2018年底，她也遇到
了胆宁片疑似发芽的情况。

吃了一段时间的胆宁片可能因为储
存不良而出现“发芽”，但上海的闵女士刚
买来药也出现了“发芽”情况。

闵女士告诉记者：“去年年底，医生新
开的胆宁片，一打开就出现外面开裂，里
面浸膏露出来的情况，我当时心想，现在
药品质量怎么成这样了。”

健康时报记者了解到，几位女士所买
的胆宁片都来自于一家企业——上海和
黄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上药牌胆宁片。

厂家回应：药品吸潮浸膏外露所致
中成药胆宁片“发芽”到底是什么原

因？
“这种看似发芽的现象，其实是药丸

受潮后，包衣裂开，浸膏析出所致。”上海
和黄药业质量中心副总监李英曾向上海

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解释，中药浸膏具有
一定的吸湿性，在药丸外面包裹的薄膜包
衣材料，如果遇到水，或者在环境相对潮
湿的情况下，是容易吸湿，造成这种情况
的。

但有患者表示疑惑，“我吃这个药都
十几年了，以前梅雨天都没出现这种情
况，怎么今年冬天反而受潮了？”

记者了解到，上药牌胆宁片是上海地
区开发成功的国家级三类新药，源于上海
两位已故名医顾伯华、徐长生教授的验
方，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终身
教授朱培庭与上海和黄药业（原上海中药
制药一厂）共同研制开发而成，由上海和
黄药业独家生产。

2010年《胆石症中西医结合诊疗共
识》推荐该药用于胆石症的诊疗，在2016
年《中药在内镜微创保胆手术治疗胆囊结
石中应用专家共识》中推荐用于胆石症、
胆囊炎的诊疗。

据悉，上海和黄药业在此前已发现药
品易吸潮情况，并在2018年10月份之后
生产的胆宁片说明书上标注防止受潮的
使用提示。而这样的提示似乎并没有起到
作用，一位朱女士向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频道表示，她一直按照说明书要求将胆宁
片密封保存在专门放药的抽屉里。

“中药片剂是由一种或多种中草药细
粉或经加工提取精制后配以适宜的辅料
混合压制而成，多存在吸湿性强、易霉变、
质量不稳定等缺点。除了受空气湿度、存
放条件等因素影响，还可能涉及到药品工
艺、药品包装情况。虽然薄膜包衣具有一
定的防潮性，但其包衣工艺决定了其防潮
效果。”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制药系教
授陆洋介绍，朱女士遇到的情况，应是薄
膜包衣受潮内部浸膏受潮膨胀导致外露。

据悉，影响包衣膜防潮、稳定等物理
状态的工艺参数主要有包衣温度、喷液速

率、包衣锅转速及进风速率等。
记者调查市场上胆宁片价格，上药牌

胆宁片100片装价格在26元~35元之间。
陆洋认为，胆宁片价格相对低廉，增加瓶
身防潮设计或是提升薄膜包衣工艺，均会
带来药厂生产成本的提高，药品盈利空间
便会压缩。

除了在药品说明书中增加标准防潮
提示外，李英也曾向媒体表示，公司正在
进行新型塑瓶的开发工作，通过塑瓶改
进，提高胆宁片在启封之后整个产品包装
的密封性程序。

专家提醒：“发芽”药片勿继续服用
闵女士疑惑地说道：“胆宁片是老牌

子了，很多年了，为什么之前没出现这种
‘发芽’情况，现在出现了？”对此，陆洋认
为，要考虑包衣工艺是否改变、包衣材料
供应商是否更换、某批次胆宁片生产工艺
存在问题等因素。

“不过我还是都吃了，刚开的药不能
扔了呀。”闵女士告诉记者。“发芽”的中成
药继续服用真的没问题吗？

随后记者以买药患者身份咨询上海
和黄药业质量安全生产部门的员工杜某。
他告诉记者，刚发现情况，吃了一两片“发
芽”的药也没问题。但考虑到长期保存问
题，已经受潮的浸膏长时间放置跟空气接
触，有可能发生成分变化，建议不要服用，
公司可安排补寄新药。

对于已经浸膏外露的胆宁片，陆洋认
为，一旦浸膏外露，就表明浸膏吸潮了，浸
膏吸潮过程就有可能导致成分发生变化。

陆洋介绍，中成药浸膏吸潮会发生怎
样的成分变化、吸潮后药品会引起哪些不
良反应，目前，并无相关临床试验数据说
明。药厂如果做这方面的临床试验也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

不过，陆洋认为，浸膏受潮的中成药
不建议患者继续服用，患者可直接电联药
厂进行更换药品。 （健康时报）

胆宁片胆宁片““发芽发芽””令患者困惑令患者困惑

父母之爱子难在恰如其分

阿尔茨海默症和睡不好关系大阿尔茨海默症和睡不好关系大

北京启用人脸识别
打击“号贩子”

北京市已将2100多名号贩子信息录入全市
各大医院人脸识别系统，一旦发现号贩子进入
医院，系统将立刻实施监控。

据了解，北京市已在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等30余家医院安装了人脸识别系
统，该系统对现场挂号的“熟脸”号贩子有较高
识别功能。

目前，北京市公安局已经把2017年以来被
公安机关处罚的2100名号贩子的人员身份信息
输入人脸识别系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
天坛医院等北京市21家重点医院将共享号贩子
信息。未来这些号贩子进入这些医院，即可通过
后台监控到信息。

今年，北京市将对号贩子进行联合惩戒行
动，包括不能担任公司法人代表、不能乘坐高
铁、不能贷款等惩罚。

目前，国家公安部已经要求北京市公安局
上报本市受到处罚的号贩子名单，继续推动将

“号贩子”等严重扰乱医疗秩序行为纳入全市信
用监管平台。

此外，北京市也在加大技术防范力度，联合
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市公安网监以及通信管理
等部门，提高医疗机构挂号平台技术防范水平，
切断商业挂号App与正规医疗机构挂号平台之
间的联系等。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