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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在行动
□本报通讯员 谢轶青 何明祯 姚瑶

一名29岁的男性患者眼睑红肿，
有异物感，在红肿的眼睑和结膜下有
游动性的白色斑块。经常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手术治疗，从患者眼球结膜下
取出一条长约6厘米的活虫。随后患
者家属带着虫体来到常州市疾控中心
血防科，经专业人员鉴定为曼氏迭宫
绦虫的幼虫——裂头蚴，患者得的是
眼裂头蚴病。

裂头蚴又叫做曼氏裂头蚴，是曼
氏迭宫绦虫的幼虫。曼氏迭宫绦虫成
虫常见于猫、犬等肉食动物体内，其幼
虫和成虫均可寄生于人体内，引起疾
病，尤其以幼虫寄生引起的裂头蚴病
更为常见。曼氏迭宫绦虫成虫寄生在
人的肠道中，会引起消化道症状，其幼
虫可迁移并寄生于皮下、眼睛、口腔、
内脏、脑等组织器官中，引起裂头蚴
病，其危害远大于成虫。裂头蚴病是
我国重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之一。

人体感染裂头蚴有两种途径，一
是裂头蚴经皮肤或黏膜侵入，二是误
食裂头蚴。

感染方式可归纳为以下三种：局
部敷贴生蛙肉、吞食未煮熟的蛙、蛇、
鸡或猪肉、误食感染的剑水蚤。

裂头蚴常见寄生于人体的部位依
次是眼睑部、四肢、躯体、皮下、口腔颌
面部和内脏。根据临床表现，可归纳
为以下5型：眼裂头蚴病、皮下裂头蚴
病、口腔颌面部裂头蚴病、脑裂头蚴
病、内脏裂头蚴病。

该患者得的就是眼裂头蚴病，该
病多累及单侧眼睑或眼球，表现为
眼睑红肿、结膜充血、畏光、流泪、微
疼或有虫爬感等；在红肿的眼睑和
结膜下，可有流动性、硬度不等的肿
块或条索状物。若裂头蚴侵入眼球
内，可发生眼球凸出，眼球运动障
碍；严重者出现角膜溃疡，甚至并发
白内障而失明。眼裂头蚴病在临床
上常误诊为麦粒肿、急性葡萄膜炎、
眼眶蜂窝织炎、肿瘤等，往往在手术
后才被确诊。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养成良
好的卫生行为，不用蛙、蛇肉敷贴眼部
或皮肤溃疡；要改变生吃或吃半生不
熟食物的习惯，不吃未煮熟的蛙、蛇肉
等；不饮生水，注意生、熟食的厨具分
开使用。

常州市疾控中心
鉴定一例眼裂头蚴病患者

久坐不动，喜食辛辣、刺激的食
物，上厕所刷手机……这些都是生活
中很多人都会有的习惯，却也偏偏都
是痔疮的危险因素！俗话说：十男九
痔，十女十痔。痔疮是一种发病率较
高的疾病。

痔疮患病很痛苦

痔疮长在肛门内外，以齿线为界
线，将痔疮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三
类，得了痔疮后主要症状有以下几种：

1、瘤状物：只要是得了痔疮，在肛
门内外病变的地方，就有明显的痔静
脉团形成的瘤状物。

2、便血：大便后出血是内痔早起
症状之一，内痔初期往往无明显的自
觉症状，多在便后发现带血，才引起病
人的重视。便血一般先轻后重，从少
量带血到大量出血，有的由于长期反
复出血，使病人发生严重贫血。

3、疼痛：内痔在发炎、血栓形成

时，痔疮肿大导致疼痛不适。如内痔
发炎嵌顿，则疼痛加剧；内痔嵌顿坏死
时，则疼痛难忍。

4、脱出：一期内痔较小，不会脱
出肛外；二期内痔脱出肛口，能自行
还纳；三期内痔便后脱出肛外，不能
自行回纳，需用外力（用手还纳）才可
还纳，甚至咳嗽、行路、劳动用力时痔
可随即脱出；四期内痔脱出嵌顿肛
外，不能回纳。

5、肛门潮湿：多见二、三期内痔，
尤其在内痔发炎肿大时分泌物增多，
或痔脱于肛外，则更加重肛门潮湿。
外痔一般多无分泌物，只有在外痔发
炎、皮肤溃烂、分泌物排出多的时候，
肛门才经常潮湿，多为炎性外痔。

痔疮患病早治疗早康复

1、内治法：风伤肠络、湿热下注、
气滞血瘀、脾虚气陷、食疗

2、外治法：熏洗法、外敷法、塞药

法、针灸理疗、硬化剂注射、手术疗法

警惕直肠癌

早期直肠癌病人一般无明显症
状，部分患者会出现便血，但一般不会
引起重视，认为是痔疮出血，而忽视了
病情。当肿瘤继续增大，病情继续发
展，病人会逐步出现肛门下坠感，大便
带粘液，脓血，瘤体继续增大，病人会

出现排便形状改变，如大便变细或排
便困难等。所以当出现便血症状时，
不容忽视，应及时就医。

红梅医院痔瘘科是已有六十年传
统的老专科。近来又聘请了原常州市
中医院肛肠科周志清老专家主持痔瘘
专科，“九曲回肠肛生疾，世界痛苦一
刀除。”常州书法协会老会长阙长山曾
提笔赞誉周志清医师。 红梅宣

红梅肛肠科

“肛”湖问道 为您排忧解难

为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集中
带量采购“提速扩面”的要求，国家医
保局近期对地方联盟集采作了统一部
署协调，明确了到2022年底各省份
（含省际联盟）自行开展集采的药品品
种数累计不少于100个的目标，并且
须包含化学药、中成药以及骨科创伤、
口腔种植体、药物球囊等耗材。

也就是说，2022年所有省份均需
开展中成药集采，中成药带量采购全
面开始。

根据国家医保局部署，湖北牵头
的中成药联盟采购被列为2022年拟
重点推进的联盟集采，预计绝大部分
省份将参加；山东今年也将牵头开展
中药饮片采购联盟，预计将有相当一
部分省份参加。

可以明显感觉到，今年以来中成
药集采政策推进速度加快。

2月，国新办带量采购改革进展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
陈金甫指出，中成药在去年部分省份
已经组织联盟采购的基础上，今年要
有序进一步扩大范围。

中成药集中带量采购是大势所
趋，已经完成的湖北联盟和广东联盟
中成药集采，将为后续可能进行的中
成药国采和其他省际联盟中成药集采
提供重要参考。

湖北联盟中成药集采涉及76个
大品种，157家企业的182个产品参与
报价，采购规模近100亿元；最终97
家企业、111个产品中选，中选率达
62%，中选价格平均降幅42.27%，最
大降幅82.63%。

广东联盟中成药集采涉及53个
大品种，87.86%的企业参与，86.88%
的产品产生报价，最终174家企业361
个产品拟中选/备选，独家品种拟中标
降幅较小，平均在20%左右；非独家拟
中标产品的平均降幅为67.8%。

从两次中成药集采的采购规则和
最终结果来看，中成药集中带量采购
仍以“以价换量”作为核心指导原则，
重点采购临床需求大的品种，以满足
患者需求为导向。集采常态化和制度

化下，中成药企业转型升级正当时。

中药创新研发
开发“名家经方“宝库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中药创新研
发的支持力度。中医药理论、人用经
验和临床试验“三结合”审评证据体
系，将中药特点、研发规律和实际情况
相结合，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指明了
方向。为帮助中成药企业深入了解和
应用“三结合”体系，药审中心进一步
起草了《基于“三结合”注册审评证据
体系下的沟通交流技术指导原则(征
求意见稿)》，通过临床试验过程中的
沟通交流，帮助中成药企业避免因管
理或非产品问题导致的试验失败，助
力中药创新研发。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数据，2020年中药新药审批受理
27个，2021年中药新药审批受理62
个，而2022年截至3月底中药新药审
批受理达到18个。中药创新研发提
质增速。

黄氏响声儿童喷雾剂于2022年3
月 11日纳入药监局新药受理程序。
黄氏响声丸是中国（江苏）非物质文化
遗产“黄氏喉科”关联方剂，为国家保

密配方，对急慢性咽喉疾病均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2004年入选《中华特色
药库》。依托创新中药研发平台，济民
可信研发人员在黄氏响声丸基础上，
通过改变给药途径、剂型，开发出改良
型新药黄氏响声儿童喷雾剂，是“老药
新用、经典名方”的代表。

自建中药材生产基地
提升成本优势

从2021年亳州中药材市场的价
格表现来看，中药材价格普涨，涨幅超
100%的药材不在少数。此次纳入集
采的橘红痰咳颗粒剂，嘉应制药去年
营收5.75亿元，净利润147.73万元，同
比下降92.55%，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药
材价格上涨所致。

在集采常态化、中成药成本大考
面前，如何加强对上游产业链的议价
权，乃至将自身业务延伸到上游产业
链，自建中药材生产基地，将成为中成
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湖北联盟采购中，山西振东泰盛
制药的舒血宁注射液以唯一一个降价
0.00%的硬气报价中标，其背后是上
下游产业链融合的典型。为何舒血宁
注射液主要厂家有珍宝岛药业、银湖

制药、万荣药业等8家药企，振东药业
脱颖而出？分析其商业逻辑，一方面
是研发创新加强，包括物质基础研究、
万例不良反应集中监测项目等，更重
要的是，其82万亩中药材基地淬炼了
供应链成本优势，相较同类企业更能
承担原材料涨价风险，持续满足临床
需求。

助力新冠疫情
拓展海外市场

随着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救
治的深度和质量不断提高，不仅有望
进一步巩固国内抗疫成果，同时也将
在全球视野下组织开展中国医药前瞻
性、多中心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
提升中医药参与国际抗疫的贡献度。

2020年，以岭药业的莲花清瘟胶
囊获批乌克兰注册证；和黄药业的胆
宁片上市加拿大，成为首个“功能主
治”全面被欧美当局认可的复方中药；
华西药业的乐脉颗粒成为首次以药品
上市加拿大的中成药。这些产品在海
外的成功上市，为中医药在海外市场
的开拓取得了关键性进展。

近日，世卫组织发布《世界卫生组
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
告》，明确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鼓励世卫组织会员国在
其卫生保健系统和监管框架内考虑使
用中医药治疗新冠。这一报告充分肯
定了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贡
献，体现了世卫组织对中医药等传统
医学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未来中医药
在抗击疫情、拓展海外市场中仍将大
有可为。

在集采常态化和制度化的背景
下，中成药创新研发、提升成本优势乃
至拓展海外市场，已成为企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方向。然而，不管研发还是
中药材基地的建设，短期内都是投资
性活动，无法产生利润，准上市产品是
药企手里的唯一筹码，企业只有做好
已上市产品的销售工作，才能在活下
来的同时转型升级。

来源：凤凰网

国家医保局宣布：全面开展中成药集采

时间

4月19日（周二）14:00-15:00

4月20日（周三）12:00-12:30

4月20日（周三）15:30-16:00

4月21日（周四）14:00-15:00

4月22日（周五）14:00-15:00

地点（线上平台）

腾讯会议

直播常州

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

志愿服务内容

轻松自然 顺利分娩

产后康复 做“内外兼顾”的妈妈

喂奶指南

快乐妈妈健康宝宝 孕产期心理调适

促进母乳喂养成功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周志清 原常州市中医院肛肠病专家。从
事肛肠科临床工作四十余年，专长治疗内痔、外
痔、混合痔、肛瘘、肛裂、便秘、肛周湿疹、肛周脓
肿、直肠息肉、直肠脱垂，治愈肛肠疾病患者上
万人，成功治愈高位肛瘘、复杂肛瘘、环状混合
痔等等复杂病症几千例，在常武地区享有较高
知名度。

本报讯（越声） 4月17日是我国
脉管病泰斗、易可中医连锁集团原学
术总顾问、海派名医奚九一诞辰99周
年纪念日，无锡易可中医医院、常州易
可中医门诊、南京易可中医门诊分别
开展了不同的纪念活动。

活动中，常州易可中医门诊医护

代表就如何秉承奚老的“三好”（病
人说好、同行说好、社会说好）要求，
纷纷献计献策。据了解，奚九一创
立的奚氏清法被广泛应用于静脉曲
张、老烂脚、糖尿病足、丹毒、脉管炎
等 30 余种脉管病，临床总有效率
95%以上。

我国脉管病泰斗奚九一诞辰99周年

易可中医开展纪念活动

春天百花绽放，不仅是人们踏青
赏花的时节，也是过敏症状易发的时
节。有很多有花粉过敏史的网友表
示，为啥只是吃了点水果，也会出现过
敏症状？重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过
敏反应科主任医师周维康，为广大网
友分享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的相关
知识。

周维康表示，在花粉季，花粉过敏
患者常会出现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
炎的过敏症状，严重者可引起过敏性
哮喘，血管性水肿，休克等症状。但是
有一部分花粉过敏患者，生食水果、坚
果或蔬菜后口腔黏膜，接触部位发生
接触性荨麻疹，部分患者还可以累及

皮肤、胃肠道、呼吸道等，严重的可能
出现喉头水肿，窒息死亡，这在医学上
称之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

为何会引起花粉-食物过敏
综合征？

周维康分析，由于花粉所含蛋白
质结构与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的结构
相似，因而产生交叉反应。当花粉过
敏患者经口腔接触有交叉反应的植物
性食物后，导致过敏反应发生。

那么，花粉过敏患者容易对
哪些食物过敏呢？

周维康表示，这取决于引起您

花粉过敏的花粉种类。常见于以下
几类：

一是桦树花粉过敏者。容易对苹
果、樱桃、李子、榛子、花生、胡萝卜产
生过敏反应。

二是艾蒿过敏者，容易对荔枝、芒
果、桃子、葵花籽、西芹、香菜等产生过
敏反应。

三是豚草过敏者，容易对香瓜、香
蕉、黄瓜、西葫芦等产生过敏反应。

四是法国梧桐花粉过敏者，容易
对桃子、樱桃、核桃、花生、生菜等产生
过敏反应。

五是水稻花粉过敏者，容易对哈
密瓜、猕猴桃等产生过敏反应。

周维康表示，对于花粉-食物
过敏综合征的患者可以通过饮食
日记进行饮食回避，确认到底是哪
种食物引起相关的症状，以后在花
粉过敏季，就不要再食用这种水果
或蔬菜。

“如果过敏反应不是特别严重，
可以尝试将导致过敏的水果或蔬菜，
经过加热或煮熟后再食用。因为加
热后，果蔬里面的蛋白质会发生变
性，从而减轻相关的过敏症状。如果
过敏反应比较严重，请及早到专业的
过敏反应科就医进行专业的诊治。”
周维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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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过敏患者，吃个水果竟也容易过敏？

李先生今年65岁，自从60岁之后
每年都会定期体检，由于患有高血脂，
医生建议他按时服药，并且饮食上多
控制，少吃一些油脂多的食物。

有次和邻居聊天，李先生听说吃
花生可以降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就
想着试一试，结果回家就遭到了老婆
的一顿数落。李先生老婆说还是听医
生的话吧，别信一些传言，花生脂肪那
么多，吃了怎么可能降血脂呢？

那花生到底是心血管杀手还是养
生佳品呢？

花生是心血管杀手还是养生佳品

美国心脏协会官网发布了一项研
究，称每天吃四五粒花生能够有效降
低中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研究人员研究了74793名日本成
年人，并进行了长达15年的追踪调查，
之后发现每天能平均吃四粒花生的人，
比不吃花生的人，缺血性中风患病率降
低了 20%，全脑卒中患病率降低了
16%，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降低了13%。

研究人员指出，花生中的膳食纤
维、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素，
有益于心脏健康，能够起到控制血糖、
抑制炎症、降低血压的作用。

吃花生，可以养胃吗

此前有传闻称生吃花生可以养
胃，那么生吃花生真的能养胃吗？

生花生中的脂肪、蛋白质等物质，
能够中和胃酸，缓解胃痛、胃酸等的症
状，但吃多了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不

建议大家通过吃生花生来养胃。
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健康的饮食习

惯、生活习惯，如果胃部很难受的话，
建议及时就诊排查。

花生虽好，几类人不宜

虽然适当食用花生有益于心血管
健康，但有些人并不适合吃花生，吃多
了反而对身体有害无利。

1、慢性肾病患者
慢性肾病患者会有蛋白质代谢异

常的现象，而花生中蛋白质含量达到
了24%-36%，因此慢性肾病患者吃花
生不能吃多了。

2、尿酸高或者痛风患者
100克的花生中含有96.3毫克的

嘌呤，而且花生脂肪也高，吃多了会减
少尿酸排泄，因此尿酸高或者痛风的
患者，花生尽量要少吃。

3、肥胖、血脂异常的人
花生中的油脂含量、热量都比较

高，吃多了容易导致血脂升高，因此肥
胖的人、血脂异常的人要少吃花生。

4、肝胆疾病患者
肝胆疾病患者对于脂肪的代谢可

能出现异常，对于花生的脂肪很难吸
收，建议这类人群要少吃花生。

花生到底是心血管杀手还是养生
佳品呢？适当地吃花生能够预防高血
糖、血压高等引起的心血管疾病，不过
像慢性肾病患者、高尿酸人群、肥胖、
血脂异常者、肝胆疾病患者等，一定要
少吃花生，避免吃多了导致疾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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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让血管更健康，但4类人不宜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