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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新华网野健康大讲堂冶邀请到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临床中药系副教
授刘欣袁 与网友共同谈谈流行性感冒的相
关话题遥
感冒分哪几种类型钥 细菌感染和病毒

感染有何不同钥 刘欣介绍袁 根据患者的病
症特点袁从中医角度袁分为风寒感冒尧风热
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曰如果再加上内因因素
可以分为气虚感冒尧 阴虚感冒和阳虚感冒
这六种类型遥 从西医来看袁感冒即呼吸道
感染袁 它可以分为病毒性的上呼吸道感染

和细菌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袁 它们分别是由
病毒和细菌引起的遥

中医有风热和风寒感冒之分袁 刘欣介
绍袁 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是比较常见的两
个感冒病型袁 其区别在于一个在寒一个在
热遥寒邪的特点是院寒为阴邪袁易伤阳气曰寒
性凝滞渊液体凝结阻滞袁流速减慢或停滞冤曰
寒性收引渊汗孔收缩冤袁而热邪属于火邪的
范畴袁火为阳邪袁其性炎上曰火易入心袁扰乱
心神曰火易耗气伤津曰火邪易生风动血曰火
邪易致疮痈的特点遥

此外袁 感冒根据病情也分为不同的阶
段袁 在不同的阶段袁 应采取怎样的治疗方
式钥 刘欣表示袁感冒可分为三个阶段袁即感
冒初期尧感冒中期和感冒后期遥感冒初期的
病程相对比较轻袁以打喷嚏尧流涕为主袁这
种情况下一般建议多休息尧喝水尧适当用一
些药物遥

感冒中期属于邪气初期未解袁 进一步
侵入人体袁表现出邪正相争袁临床表现出全
身的症状袁且症状表现剧烈袁比如浑身疼尧
发烧尧咳嗽黄痰尧流鼻涕尧嗓子疼袁这种情况
下需要对症治疗遥

感冒后期一般有两种方式袁 其一是通
过服用药物症状慢慢减轻袁 这种情况下我
们还是需要定期稍微服用药物以及多休
息曰其二表现为所有症状都有所减轻袁但是
某一个症状没有改变反而加重袁 这种情况
下治疗的策略就要扶正驱邪遥另外袁我们可
以根据自己不同的体质袁 适当服用药物或
做一些药膳慢慢进补遥 渊源自新华网冤

感冒分不同类型
患者需对症治疗

胰腺癌是一种具有高度恶性的消
化系统肿瘤袁确诊胰腺癌的患者 5年生
存率往往不到 8%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虞先濬教授团队探索发现袁胰腺癌
细胞中一种调节细胞内糖酵解的生物
分子要要要磷酸甘油酸激酶 PGK1袁能够
参与抑癌基因 Smad4表达阴性的胰腺
癌的代谢过程袁进而支持这种胰腺癌亚
群的增殖及侵袭转移等恶性特征遥 近
日袁这项突破性研究在线发表在国际胃
肠病学著名杂志叶胃肠病曳遥

虞先濬解释说袁基因调控人体细胞
的正常生长遥 而胰腺癌的发生袁始于胰
腺细胞内的基因改变遥 在临床上袁约有
60%的胰腺癌患者存在抑癌基因
Smad4缺失突变遥

那么袁 抑癌基因 Smad4到底是如
何影响胰腺癌的进展呢钥医学界一直未
能有定论遥 虞先濬研究团队利用美国
野癌症基因图谱冶数据库和上海市/复旦
大学胰腺肿瘤研究所数据库袁探索发现

在胰腺癌细胞中袁糖酵解激酶 PGK1作
为抑癌基因 Smad4 下游的靶基因袁可
以参与调控 Smad4阴性胰腺癌的代谢
重塑过程袁进而支持不同的恶性生物学
行为遥

研究团队首先证明了抑癌基因
Smad4 在胰腺癌细胞中的代谢调控作
用袁进一步通过生物芯片及代谢组学等
方法袁筛选出糖酵解激酶 PGK1的调节
作用很可能受抑癌基因 Smad4 的影
响遥 同时发现抑癌基因 Smad4确实可
以有效抑制糖酵解激酶 PGK1的作用袁
从而实现其对胰腺癌细胞代谢重塑的
重要调节作用遥

此外袁研究团队还发现袁这类胰腺
癌细胞内的糖酵解激酶 PGK1进入细
胞核之后袁 可以参与调控基因的转录袁
进而诱导胰腺癌细胞的侵袭转移能力曰
另一方面袁没有进入细胞核而保留在细
胞浆中的糖酵解激酶 PGK1袁为支持肿
瘤细胞的增殖提供能量遥

野基于一系列研究袁临床医生根据
抑癌基因 Smad4的表达及糖酵解激酶
PGK1在癌细胞中发挥的作用袁可以预

测胰腺癌的发展模式及代谢特征袁发现
胰腺癌恶变耶元凶爷遥 冶虞先濬表示遥

渊源自叶科技日报曳冤

科学家给出定论 胰腺癌恶变“元凶”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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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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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叶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8曳调查
研究显示袁 中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居首
位袁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袁占居民疾病死
亡构成的 40%以上袁 且患病率及死亡率
仍处于上升阶段遥目前袁我国心血管疾病
患者约有 2.9亿袁 其中房颤 1000万尧冠
心病 1100万尧肺源性心脏病 500万噎噎
心血管疾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 野头号
杀手冶袁一直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遥

新技术可提升诊疗效果 让患者多
受益

野直到今天袁关于心血管疾病袁患者
还存在很多错误观念袁 甚至有近 50%的
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遥冶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刘健指
出袁树立正确认识袁及早预防治疗袁是摆
在广大民众面前的第一大事遥同时袁他还
表示院野对于医生来说袁 越来越先进的诊

断技术能帮助我们精准确定病灶位置尧
判断最合适的治疗方式袁 这些对于为患
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和手术成功都至关
重要遥 冶

而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
任医师李学斌看来袁 随着我国心血管疾
病患病率不断上升袁 心律管理和心力衰
竭的治疗需求也在不断攀升遥 野近年来袁
我国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数量及起搏装
置植入量均在逐年增加遥 考虑到高龄患
者数量增多及应用场景的日益复杂袁对
相关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遥 如何进一
步降低手术风险尧提高手术成功率尧让患
者获得更好生活质量袁 是技术创新的主
要方向遥 冶李学斌说遥

其实正如专家所言袁当前袁心血管领
域疾病的诊疗迫切需要新技术的帮助遥
以雅培为代表的一批企业袁 始终深耕心

血管疾病领域袁 进行新科技研发和新技
术创新袁为提升医生精准医疗而努力遥

野我们秉承对患者的爱心尧对产品的
匠心以及医者仁心袁 打造了相应的解决
方案遥帮助患者解决健康问题袁让患者及
其家属满意袁能够给社会减轻负担袁对社
会带来效益遥冶雅培亚太区心脏节律管理
业务部门副总裁余金宝表示袁 针对专家
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袁 雅培要坚持做好这
野三心二意冶袁 打造心脏全生命周期的产
品线尧推动新产品在中国落地遥

同时袁余金宝还明确提出袁新产品的
落地会在一些医院先行先试袁 累积经验
后再进一步普及到全国遥 野在我们看来袁
一切是教育先行遥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袁
是教育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袁 教育改变了
人们的认知袁 教育加快了社会前进的步
伐遥对于企业袁推动大众对于新产品认知
也是一样袁需要教育先行遥技术学习本身
是有周期尧进程尧时间点要求的袁公司不
会设想让新技术或新产品在中国一夜之
间全面普及遥在推进普及的过程中袁我们
希望能够做到对患者和医生负责尧 达到
预期治疗效果尧尽量少走弯路遥 冶

培训基层医生 升级患者认知 解
心血管难题

野国家制定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
动的目标袁对相关各方都提出了挑战袁对
医生来说就是要进一步提高诊疗水平遥
在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今天袁 如何让二
三线城市及偏远地区的更多患者享受到
标准化尧规范化的治疗袁是目前心血管疾
病诊疗领域的一大挑战遥冶北京安贞医院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来永强教授表示遥

正如来永强所言袁 由于人口老龄化
等多重原因袁 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口会面
临心脏疾病的挑战遥 在我国二三线城市
中袁 心血管疾病的诊疗不仅迫切需要新
技术的帮助袁 而且还存在着医生缺乏和

患者知晓率低两大问题遥
对此袁 雅培亚太区心血管业务部门

副总裁谭敏杰认为袁 如果能让更多基层
医生能够在当地医院处理好 70%至 80%
的普通病变袁 才算是真正为更多中国患
者提供帮助遥所以袁雅培在中国开展了相
应的培训工作遥

谭敏杰介绍袁 公司在上海成立
Crossroads 野跨越之路窑雅培学术中心冶袁
为医生提供心血管介入治疗培训袁 参加
过培训的医生已超 7000人遥 而且随着
野医疗资源下沉冶 的提出袁 截至目前
Crossroads除了在上海办了 80多场核心
课程之外袁 还与 22家医院合办培训袁对
各地基层医生进行培训曰 在北京建设高
级技术中心袁 提供一流的起搏植入和射
频消融等心内科技术学习体验和实践机
会袁 至今已培训近万名国内外医生遥 此
外袁 雅培还于今年与中华医学会心电生
理和起搏分会尧 房颤中心总部组建而成
的房颤学院合作袁 开展一系列标准化房
颤射频消融培训课程袁 助力中青年医生
学习房颤治疗遥值得一提的是袁接受培训
的医生有机会在模拟的血管上进行导管
导丝尧球囊尧支架的植入练习袁所使用的
耗材都是真材实料袁 让受培医生可以得
到最接近真实的体验遥

野当然袁培训有不同层级的覆盖遥 对
于三甲医院医生袁 公司会调动全球资源
支持其参与到全球大型研究中袁 推动他
们在世界上发声遥 这些临床研究并不只
是和雅培产品相关袁 也可能是临床医生
对于医学的探索袁 比如改进手术方式
等遥 冶谭敏杰还强调,野近年来袁我们还一
直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重点袁 努力让先
进技术覆盖到边远城市遥 未来也希望有
更多机会和行业各界的伙伴携手合作袁
共同为实现国家心血管疾病防治目标做
出贡献遥 冶 渊源自人民网冤

聚焦“心”领域 助力解决心脏疾病难题

美国叶糖尿病护理曳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袁多摄入亚
油酸有助于降低域型糖尿病的风险遥

这项新研究由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宗耕博
士与其同伴合作完成遥研究人员对 8.9万女性以及 4.2万名男性
的随访数据展开了梳理分析袁 评估了参试者欧米伽 6系列多不
饱和脂肪酸摄入量遥研究人员发现袁亚油酸摄入量与域型糖尿病
风险呈负相关遥当亚油酸等热量替换饱和脂肪尧碳水化合物和反
式脂肪时袁域型糖尿病风险分别降低 14%尧9%和 17%遥另外袁花生
四烯酸摄入与域型糖尿病风险呈正相关遥

研究人员表示袁新研究结果表明袁多吃富含亚油酸的植物油
和坚果等食物袁限制不健康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袁能有效
降低罹患域型糖尿病的风险遥 富含亚油酸的食用油包括院 大豆
油尧芝麻油和花生油遥 渊源自叶中国妇女报曳冤

多吃植物油和坚果
可降低糖尿病风险

心血管科和消化科医生往往推荐人们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
食品和酸奶遥一项新国际研究显示袁在日常饮食中多摄入这两种
食物可能有助于降低肺癌风险遥该研究近期发表于叶美国医学会
杂志窑肿瘤学卷曳期刊上遥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领衔的这项研究以

亚洲尧美国尧欧洲超过 144万名平均年龄在 56岁左右的成年人
为对象袁 追踪调查他们饮食中膳食纤维和酸奶的摄入量和身体
健康数据袁 并从 2017年开始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近两年的分析遥
研究对参与者的追踪时间跨度中值为 8.6年遥

在考虑到吸烟状况等与肺癌有关联的习惯的基础上袁 研究
人员通过计算分析后发现袁 膳食纤维和酸奶摄入最多的组比摄
入最少的组肺癌发病率低 33%遥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说袁膳食纤维
和酸奶的摄入量都分别与肺癌发病率呈负相关遥

研究人员说袁不论被研究个体的性别尧吸烟习惯和文化背景
等如何袁多摄入膳食纤维和酸奶袁无论单独还是同时摄入都表现
出降低肺癌风险的效果遥 原因可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中含
有益生元袁也就是一些可以被肠道菌群消化的化合物曰而酸奶则
是益生菌的常见来源袁 益生元和益生菌都可以改善和调节肠道
菌群的组成和功能遥

研究人员希望这项研究为抗击肺癌提供新思路袁 并协助进
一步探索肠道微生物等对人体更多的保护能力遥

渊源自叶科技日报曳冤

最新国际研究院

多喝酸奶有助降低肺癌风险

蓝光是指波长在 400~500纳米的高能量可见光袁
普遍存在于电脑尧手机尧投影仪尧LED显示器尧激光笔
等中遥在可见光的 7种颜色中袁越靠近紫外线区域的可
见光渊如紫光和蓝光冤袁能量越强袁对人体伤害也会更
大遥 提到蓝光的危害袁 很多人都知道它会导致眼睛疲
劳尧干涩袁影响视力健康遥 但也许你不知道袁蓝光还会
野侵袭冶皮肤遥
蓝光会引起皮肤的黑色素沉着袁 尤其易在表皮颗

粒层和更深层的皮肤层产生色素沉淀袁导致皮肤变黑尧
暗沉尧长斑遥同时袁蓝光和紫外线一样袁都会促使上皮细
胞内活性氧自由基生成更多且更活跃袁 从而加速皮肤
衰老袁导致皮肤缺乏弹性尧皱纹增多遥
还有研究表明袁由于蓝光比紫外线波长更长袁能够

渗入皮肤深层袁造成细胞 DNA氧化损伤袁减少胶原蛋
白和弹性蛋白的产生袁引起毛孔粗大尧黑眼圈等皮肤问
题遥另外袁蓝光还会刺激大脑袁抑制褪黑素分泌遥若经常
在睡前使用电子产品袁强蓝光会破坏激素分泌平衡袁从
而影响睡眠质量袁间接导致皮肤暗黄尧长痘尧脱发等问题遥
要抵御蓝光危害袁应尽可能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袁避免长

时间停留或处于蓝光辐射环境中遥 在夜间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时袁应开启夜间模式袁减少蓝光对人体的辐射遥 同时袁日常生活
中袁可以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A尧维生素 E尧硒尧茁-胡萝卜素等的食
物袁这些都是天然抗氧化剂遥
对于需要长期面对手机尧电脑等电子设备的人群袁建议采取一

定的措施进行适当防护袁如涂抹矿物防晒霜或粉底等遥
渊源自叶中国妇女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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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动 APP 和运动手环
的普及袁走路野大比拼冶也逐渐流
行起来遥一些人提倡野日行万步冶袁
他们认为每天至少要行走一万步
才能起到锻炼效果遥那么袁日行万

步对身体真的好吗钥
其实袁为了在步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袁就盲目开启野暴走冶模式是不

理智的遥日行万步对人体的骨关节特别是膝关节的伤害很大袁有的人甚
至因此出现了骨关节退行性病变遥 在日常生活中袁运动是不可缺少的袁
但适合每个人的运动方式都不相同袁 想要达到锻炼目的需根据自身情
况做出合理选择遥同时袁在运动过程中袁也要随时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袁
保持平和心态袁不可盲目攀比遥

那么袁正确的步行锻炼方式是怎样的呢钥 首先袁要保持正确的走路
姿势袁走路时要注意抬头尧挺胸尧收腹袁眼睛直视前方袁手臂紧贴身体两
侧前后自然摆动遥

其次袁步数的快慢是决定锻炼效果的关键因素遥速度太慢很难起到
锻炼效果袁太快可能会超出身体的负荷袁容易造成腿部损伤遥 美国运动
医学会推荐健康成人进行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袁 也就是保持中速走路
渊90耀120步/分冤遥 这样步行时袁身体会微微出汗袁心率也会加快袁从而有
助于锻炼身体遥

在时间和频率方面袁建议大家每天步行 30分钟左右遥 按照中等强
度的步行速度袁每天只需要行走约 3300步即可袁这样每周步行 150分
钟左右就能达到锻炼目的遥 渊源自叶中国妇女报曳冤

日行万步对身体真的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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