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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每年约有20万新发主动脉病

例， 但仅有约3%左右的患者能获得手术或腔内

修复术等有效治疗，97%的患者最终难以避免丧

失基本生活和工作能力乃至死亡的厄运， 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

6月11日-13日，在“2012年度主动脉疾病

外科治疗新进展学习班”上，我国著名大血管外

科专家、 安贞医院的孙立忠教授强调了主动脉

疾病的危险性。

主动脉疾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心血管

疾病， 即使在医疗条件和技术比较发达的美国，

每年亦有15000人死于主动脉瘤和主动脉夹层。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高血压、动脉粥样

硬化、糖尿病等疾病高发，我国主动脉疾病的发

病率快速上升。由于保守治疗效果差，主动脉替

换手术和血管腔内修复术已成为主动脉疾病的

主要治疗手段。

主动脉疾患病情凶险，手术难度大，在上世

纪90年代初，手术死亡率还高达20%。现在，我

国大型心血管病中心的主动脉外科水平提高迅

速，尤其是以孙立忠教授为首的团队，从1994年

至2010年，成功完成主动脉手术达3000余例，手

术成功率达96%以上，居世界先进水平。

会上，还举办了《主动脉外科学》首发式。这

是由孙立忠教授主编、 我国第一部以中国人的

实践经验为主的主动脉外科学专业指导书。

失独者 打开他们封闭的心灵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心理咨询师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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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主动脉病患者

治疗不及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卢晓娣

被误读的精神分裂症

张利蒙

疾病信号

卫生部日前就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

划（2012—2015年）向各地征求意见，提

出未来3至4年，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应

设立精神科门诊；到2015年，95%以上的

县将建重型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让

我国10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个良好的

康复氛围。

精神疾病与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呼吸道疾病被并称为危害人类健康的

5大慢性疾病， 但人们对于精神疾病尤其

是对精神分裂症有很多偏见，成为患者康

复路上的绊脚石。

偏见之一：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分裂为
两种不同人格。

精神分裂症的表述是瑞士

精神科专家首创的，主要是指病人的人格

会与现实分裂，出现感觉、认知和客观事

实之间的差别， 并不是分裂出不同的人

格。但目前“多重人格”这种稀少的病症已

成为大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普遍认知。

偏见之二：精神分裂症患者危险且暴

力。

确实有一小部分患者有暴力倾向，但

大多数患者并非如此。精神分裂症多起病

于青壮年，与遗传、社会环境、心理、生化

代谢、大脑形态等有关。大多数患者有孤

僻、懒散、多疑、失眠、易怒等表现，不同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情况大相径庭。

偏见之三：人得了这种病就“废”了。

高复发是精神分裂症治疗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和挑战， 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1年复

发率40.8%， 复发原因往往与患者不按时

吃药有关。 美国精神病学会指南认为，预

防复发的关键是使用长效制剂。北京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临床精神病理研究室主

任司天梅教授说， 对5000名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临床试验说明，一月注射一次长效

针剂棕榈酸帕利哌酮， 可降低3倍以上的

复发风险，减轻患者每日服药的负担和病

耻感，有助于他们回归正常生活，但现在

我国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家属并不

了解长效针剂。

夏天，是体检旺

季。现在各体检中心

的体检报告都非常

清晰美观，但由于医

学知识的缺乏，很多

人还是看不明白里

面的提示甚至错误

判断， 自己吓唬自

己。另一部分人则忽

略提示，贻误潜在疾病的诊治。

“体检报告通常不会直接给出疾病诊断，而

是将体检所见各项异常汇总， 提示是否需要复

查或者进一步诊治。拿到报告后，受检者要仔细

阅读，如果自己弄不明白，最好请经验丰富的临

床医生做报告解读，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就

诊。”北京天坛医院体检科主任胜彦婷、副主任

孟莉在提醒的同时， 就体检报告中容易碰到的

问题作了解读。

体检查出有脂肪肝，会不会变成肝硬化？

脂肪肝是健康开始亮黄灯的警告， 必须找

出原因，改善日常生活中的坏习惯，例如：增加

运动量、减肥、戒酒、饮食控制、降低血糖及血脂

等。如不注意，近8%的脂肪肝患者会出现肝纤维

增粗，直至肝硬化。

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升高就是得了癌？

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升高，可能是前列腺

癌，也可能只是前列腺肥大或有炎症，应至泌尿

科进一步检查。

眼压超过标准，一定是青光眼吗？

不一定。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甚至眼部发炎

都可能使眼压暂时升高。眼压出现异常时，还是

要由眼科医生做进一步确定诊断。

检查结果有肾结石，是否需要马上动手术？

肾结石在0.5公分以下者， 只要多喝水，

60%的人都可随排尿排出结石。而结石的位置，

也会影响是否需要动手术， 最终应由医生来作

决定。

目前，天坛医院体检科对于团体体检，会

开展现场咨询答疑或到体检单位安排体检报

告解读等。个人体检者拿到体检报告后，如果

不明白， 最好到体检科找大夫进行个体化咨

询。每次的体检报告要保存好，以便来年做对

比分析。

现代人的生命是坚强的，目前，北京市户籍
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

81.12

岁。但同时，现代人
的生命又是脆弱的，一场车祸、一次重病甚至一
个轻生的念头，就会让鲜活的生命凋零。这对突
然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打击尤为沉重。

北京医学会
6月16日上午9:30-11:00， 在东单三条甲

七号北京医学会礼堂举行的“权威专家健康教

育大讲堂”上，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

北京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同

仁医院干部医疗科主任秦明照教授将告诉您为

什么老年人更易发生房颤？为什么高血压、糖尿

病、心肌病以及感染、炎症都可能是导致房颤的

因素？ 为什么需要对患者做血栓和出血风险的

评估等。

郭乡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6月23日下午14:00-16:30，在“第七届全

国胃癌学术会议”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将举

办“消化道肿瘤的预防、 早诊与规范治疗新理

念”健康大讲堂专场。院长、胃肠肿瘤外科主任

季加孚主讲“外科医生诊断治疗胃癌的思路和

策略”， 消化道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主讲

“食管癌、胃癌，您知道多少？”康复科主任唐丽

丽主讲“心理———健康的基石”，北京市肿瘤防

治办公室副主任王宁主讲“北京市肿瘤发病情

况介绍”。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第五分会场

（一层第三会议室）。

管九苹

杀灭癌细胞将有新方法

误区提示

体检报告需专业解读

北京天坛医院朱丽丽

专家提醒

美丽健身

热点关注

要坚强。

时间会治疗一切。

不要哭。

看开点吧。

你心爱的人已经上天堂了。

老天决不会让我们承受不了的。

请你节哀。

你的感受我能了解。

一切都会没事的。

延伸阅读

别对他们这样说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

统计年鉴》数据推算，我国15岁至30岁

年龄段的死亡率约为40人/10万人，全

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

为帮助这些“失独” 家庭渡过难

关，国家几年前就发布了《关于印发全

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

点方案的通知》。北京准备实施安康计

划、暖心计划，体现了对“失独”家庭老

有所养、病有所医政策上的关怀。除了

经济上的支持， 这类家庭还需要精神

方面的关注， 以缓解他们的孤独、封

闭、自卑心理。

“失独”父母通常封闭心灵

“与死亡俱来的一切，往往比死亡

更骇人：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亲友

的哭泣，丧服与葬仪……”弗兰西斯·培

根《论死亡》中的这段话，可谓“失独”者

的写照。

60多岁的张老太现在孤身一人，一

年前，她35岁的儿子因车祸去世，体弱多

病的老伴儿不堪打击，跟着离开了人世。

张老太整日以泪洗面，“害怕黑夜， 吃不

好、睡不下，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过”。

2010年的母亲节，曾是陈女士最开

心的一天，儿子给她买了礼物，还陪她

一起吃团圆饭。第二天，儿子因工遇难。

两年来，她和丈夫体重剧减。

“失独”父母被迫改变了正常的生

活轨迹与生活模式，沉溺于个体的痛苦

命运而无法自拔。 他们大多情绪抑郁、

压抑、自闭，精神极度敏感和脆弱，性格

甚至发生改变。 甚至自称是精神残疾

者。“失独” 父母承受的严重心理困扰，

就像弗兰西斯·培根所描述的那样，伴

随死亡的东西比死亡更可怕。

一句不经意的话可引发痛苦

不少“失独”父母表现的很坚强，他

们照常上班、 购物甚至和朋友聚会，看

似过得“还可以”。事实上，他们隐藏了

自己真正的伤痛感。他们认为，痛苦只

有自己默默忍受，别人无法分担。

白天的时候， 王先生总是西装革

履，体面地工作。晚上回到家里，他成了

另外一个人，经常抱着孩子的骨灰盒哭

泣，他认为家里给了女儿太大的学习压

力，导致其坠楼而亡。

还有一位母亲，儿子在上班途中遭

遇车祸不幸去世， 她用了3年时间才学

会面对现实， 并努力参加朋友聚会。但

当一位久违的朋友随意说了一句“你的

气色比以前好了一点儿”时，她却自责

地痛哭一场，觉得不该气色好。不少“失

独者”都有过这样的心结：买一件衣服

或外出吃顿饭，都会觉得对不起孩子。

张女士喜欢跳舞、搓麻，结交了不

少朋友，每当有人问起她儿子孙子情况

时，她都说：“出国了，忙，回不来！儿子

媳妇是丁克族，不要孩子。”她的儿子在

8年前因病去世， 看着别人显摆子女买

来的衣服，她的心总会揪着疼。

“失独”父母总是处于承受巨大压力

与寻求释放情感的矛盾中， 无力走出痛

苦的泥潭。每到节日触景生情，他们都会

躲亲避友。但“失独”父母最需要的是亲

友的关怀，只有借助外界的力量，他们才

能逐渐走出痛苦。关注“失独者”需要技

巧， 一句不经意的话语或不引人注意的

事情， 都可能引来这些父母的心理痛苦

反应， 尤其是那些创伤事件发生不久的

父母反应会更强烈。在他们面前，不要刻

意谈及自己孩子怎样怎样，也不要在“失

独”家庭创伤敏感日聚会等。

寻求心理帮助更需勇气

“失独”等负性生活事件的冲击，导

致人们出现认知狭窄、 不安全行为，甚

至自伤、自杀。如果“失独”父母居丧反

应严重、持续时间长、抑郁焦虑、生存观

改变，可能就是一种疾病了，要勇于求

助专业帮助。

有位父亲开车时发生车祸，坐在副

驾驶座上的儿子当场死亡，孩子后事尚

未处理完毕，父亲就选择了自杀。假如

周围人能够意识到父亲可能出现的危

险行为， 或父亲有寻求心理帮助的意

识，悲剧也许可避免。

众多研究表明，灾难或重大家庭生

活事件发生较长时间后，一些人仍会受

到原有事件的影响，出现抑郁、恐慌、睡

眠障碍等问题， 严重影响生活与工作，

罹患一种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的疾病。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

认为，很多精神心理问题多与先前的心

理创伤未有效修复有密切联系。

人生在世， 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面

对伤痛，我们要勇敢地寻求专业心理帮

助。北京、大连、重庆、武汉等地，现在都

有一些“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自救团体”、

QQ群，他们抱团取暖，在称呼对方时都

会在姓氏后加上“妈妈、爸爸”，以此强

化着那个特征———我们是曾经被叫做

妈妈、爸爸的人。这也足以说明“失独”

家庭需要释放情感痛苦。求助是积极的

应对困难的方式，寻求心理帮助更需要

勇气和信心。

日本爱知县癌症中心研究所称，如果

能够遏制癌细胞内特定酶的功能，癌细胞

就会死亡。

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细胞， 在停止

增殖时都会出现名为初生纤毛的天线状突

起物，这种细胞器只在细胞休眠周期出现，

而当细胞进入增殖周期时就被吸收。 以前

就有研究者认为， 初生纤毛也许是细胞增

殖和休眠的转换“开关”。

日本研究小组发现，多毛蛋白控制了

初生纤毛生成，当他们消除细胞内的多毛

蛋白时，在增殖环境下培养的细胞也会长

出初生纤毛、进入休眠周期。而多毛蛋白

又是通过控制名为极光激酶Ａ的蛋白质

激酶来控制初生纤毛。

研究人员认为，在正常细胞中，初生

纤毛主动控制细胞周期，而癌细胞因缺乏

初生纤毛不会停止增殖。这一发现已刊登

在《细胞生物学杂志》上。根据这一机制，

如果能用药物破坏癌细胞的多毛蛋白—

极光激酶Ａ通道，就可以让癌细胞产生分

裂障碍而死亡。

谈到健身， 可能很多人都

会面露难色，不是不愿意锻炼，

而是没时间。 来试试三分钟健

身操吧。

第一步：展开双臂，先用右
手空心掌拍打大椎穴（第七颈
与第一胸椎之间），然后展开右
臂， 再用左手空心掌拍打大椎
穴，交替九次。可清热散风，扶
正祛邪。

第二步： 先用右手空心掌
拍打左侧锁骨下缘、 胸骨外缘
区域，然后换左手拍打右侧，交
替九次。 可调理肺气， 养阴清
肺，理肺化痰，宽胸理气，疏经
止痛。

第三步：上臂向前抬起与肩
齐平，手心外翻，划圆用空心掌
拍打腰部，再顺腰间用力向前推
出，共九次。可温肾壮阳，舒筋利
节，益肾固精，清热利湿，培补元
气，还可瘦身。

第四步：用两手空心拳同时
敲打臀部最高点九次。可祛风利
湿，舒筋利节，提臀。

第五步：稍弯腰用两手空心
掌同时敲打大腿外侧风市穴（直
立垂手，中指尖所到之处）九次。

可祛风利湿，舒筋活络。

第六步：弯腰屈膝用两手空
心掌同时拍打膝上内侧肌肉隆
起的地方九次。 可调和气血，祛
风利湿。

第七步：弯腰屈膝用两手空
心掌拍打膝下外侧阳陵泉（腓骨

小头前下方凹陷中）、足三里（膝
下三寸， 胫骨前缘外侧一横指）

九次。可清泻肝胆，舒筋利节，调
理脾胃，疏通筋络，镇痉止痛。

第八步： 弯腰屈膝用两手空
心掌拍打膝下内侧阴陵泉（胫骨
侧，髁下缘的凹陷中）九次。可健
脾利湿，调补肝肾。

第九步： 弯腰屈膝用两手空
心掌拍打绝骨（外踝高点上

3

寸）

九次。可清肝胆热，舒筋活络。

第十步： 弯腰屈膝用两手空
心掌拍打三阴交（内踝高点上

3

寸，胫骨内侧面的后缘处）九次。

可健脾益气，调补肝肾。

温馨提示：注意安全，从第
六步到第十步时可以坐凳进行
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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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建中白领健身3分钟

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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