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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医学新发现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孙谋）1月7日上午，海南名中医华良
才教授签名赠书活动在海南医学院中
医学院举行。华良才教授向中医学子
赠送了1000本最新出版的，凝聚其毕
生中医理论与实践的专著——《华良才
医论》。

华良才教授，1962年毕业于北京
中医药大学，历任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
院院长、海南省中医院院长、卫生部药
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男
科学会第一届委员会副理事长。1992
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一档专家，是
我国中医男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
医男科学论文《静淤浅谈》填补了我国
中医男科学理论的空白，为辩证医治男
子不育首开了先河。

华良才在海南中医界享有广泛赞
誉，源于他50多年孜孜以求的中医历
程和成就。华良才早年专攻中医耳鼻
喉科，是我国第一代中医耳鼻喉科的创
建者之一，曾任中华全国中医耳鼻喉科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临床经验
丰富，著述颇丰，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
文，《华良才医论》、《当代名医临证精
华》等六部专著，凝聚了其献身祖国中
医事业的心血，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
宝贵财富。

2010年后，步入古稀之年的华良
才教授仍在为海南地方医药——黎医

黎药倾注心血。他开始深入发掘海南
黎医黎药的丰富宝藏，对五指山蜘蛛入
药治疗风湿、痛风等多个传统黎药验方
进行系统研究，参与论证海南蜘蛛入药
标准；由其整理提高的“蛛王1号”已成
为一款古法新用的新型黎药。

“西医快、中医慢的传统说法，实际
上是很多人的一种误解。”赠书仪式上，
华良才教授表示，中医也能像西医一样
快，关键是要“看准”，看得准才能治愈
快。他举例说，上世纪50年代河北流
行乙型脑炎，各种西医治疗都无效，最
后用一种中药汤剂药到病除。他自己
曾针对一位采用西药点滴一周依然高
烧不退的病人，开出三付中药，只用了
一付，第二天高烧就退了。

“作为一名中医学生，我为老一辈
中医专家的敬业和探索精神而感动。”
拿到华良才教授的亲笔签名书籍后，海
南医学院中医系大二学生邢颖表示，专
著中的一些经典验方和中医临床诊疗
技术，通俗易懂，指导性强，她们将从中
汲取有用的营养，为今后的学习和从医
之路服务。

据悉，《华良才医论》由海南出版社
出版，为名老中医临证经验医案系列丛
书之一。近期，该书将赠予海南医学院
图书馆、海南大学图书馆及海南省图书
馆，用于常见疾病的中医药诊治指南参
考资料。

卫计委：将进一步健全
全民医保体系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近期召开的
2016年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表示，2016年，
我国将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公
立医院改革，进一步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推进
分级诊疗；稳妥扎实有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巩固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确保“十三五”卫生计
生改革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据介绍，“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卫生计生事业改
革力度大、发展速度快、群众受益多的五年。五年
来，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孕
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重要健康指标均提前实
现“十二五”规划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居民健康
水平总体上处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健康基础。

“十三五”时期，卫计委将坚持把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保基本、强基
层、补短板，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妥扎实有
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着力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
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和服务
监管体系，以及更加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新期
盼。 （据新华社电）

干细胞有可能
治疗痴呆症

困扰全球老年人的痴呆症（阿尔茨海默氏症）
被认为是不可治疗的顽疾，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的研究人员却发现干细胞疗法有可能治愈。他们
已治愈了一条患痴呆症的狗，由于狗的痴呆症病
理与人类痴呆症类似，该研究成果可能为治疗人
类痴呆症找到新途径。

“犬类认知功能障碍”是狗痴呆症的一种，会
出现特定的神经退化病变，十岁以上的狗每七只
中就有一只患有这种疾病。它与人类痴呆症有许
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会引发失忆、迷路、夜间焦虑、
尿失禁等症状。

一般认为出现这些病症的原因是，大脑中积
累的淀粉样蛋白引起脑细胞死亡，进而损害脑功
能。而干细胞有能力分化发育为各种细胞，包括
脑细胞。

悉尼大学研究人员从患痴呆症的狗腹部取下
一小块皮肤，并利用皮肤细胞在实验室里培育了
大量干细胞。几周后，研究人员根据大脑的核磁
共振扫描图像，将干细胞注射到这狗发生病变的
大脑海马体中。三个月后检查显示，这条狗的痴
呆症已治愈，干细胞成功修复了受损的脑细胞，重
建了功能正常的脑组织。

领导研究的迈克尔·巴伦苏埃拉表示，他们接
下来将会给更多的患痴呆症的狗移植干细胞，以
验证疗效。由于狗的大脑结构与人类十分相似，
该研究成果有可能为治疗人类痴呆症找到新方
法。 （据新华社电）睡眠障碍是指睡眠—觉醒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各种功能障碍。我国各类
睡眠障碍的人占38%，高于27%的世
界平均水平。失眠会引起人的疲劳
感、不安、全身不适，降低免疫机能，影
响身体健康及工作效率，使生活质量
下降。

自测睡眠讲究的是“3个半小时”：
入睡困难，熄灯后躺在床上超过30分
钟不能入睡，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
标准是睡眠维持困难，中间醒了超过
30分钟睡不着，也被认为是失眠；第三
就是早醒，比平常早醒30分钟以上。
满足这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都可
以被称为失眠。

专家表示，不同类型的睡眠障
碍，应施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失眠患

者应当在医生指导下做到尽可能合
理应用安眠药物，平时饮食宜清淡为
主，戒除烟酒、咖啡，忌辛辣刺激性食
物。

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下午4点以
后应避免使用兴奋性物质（酒精、咖
啡、吸烟等），规律的体育锻炼，睡
前避免剧烈运动，不宜过饥过饱，睡
前至少一小时不宜做引起兴奋的脑
力劳动或观看容易引起兴奋的书籍、
影视节目，注意保持卧室环境的温
度、光线、安静等，保持作息时间规
律。

睡眠障碍包括失眠、过度嗜睡、睡
眠呼吸障碍、睡眠行为异常等症状。
海南省安宁医院医学心理科（病房）和
心理咨询治疗中心（门诊部）开设睡眠

障碍诊疗专科。联系电话：1、医学心
理科（病房）：0898-66890693；2、心理
咨 询 治 疗 中 心（门 诊 部）：0898-
66890120。

海南省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成
立于 2001 年 6 月，隶属于海南省安
宁医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与治疗
机构，可运用各种心理治疗方法，如
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人本主义
心理治疗、支持性心理治疗、系统脱
敏治疗、家庭治疗及森田疗法来解
决心理问题。

海南省安宁医院医学心理科自
2006年建科，是集临床、科研和教学为
一体的临床科室，科室收治范围：睡眠
障碍（失眠、少眠、缺乏睡眠感）、抑郁
症（恶劣心境、悲观、厌世、自杀、自
伤）、双相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
躯体形式障碍、心身疾病、应激相关障
碍、精神分裂症早期、人格障碍、性心
理障碍、婚姻家庭问题、青少年教育问
题等。

联系方式：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
道东10号，海南省安宁医院综合住院
大楼 3 楼医学心理科，联系电话：
0898-66890693（护士办）。

（小可 黄胜）

睡眠不好怎么办？
睡前避免剧烈运动，不宜过饥过饱

又现廉价药短缺。近期，长效青
霉素短缺引众多媒体关注，先是山
东省济南市市民找遍全城都没能找
到 这 种“ 半 个 月 打 一 针 ，一 针 十 几
元”的廉价药。随后，媒体又发现，
全国共有 4 家企业生产这种廉价药，
其中两家已经停产，长效青霉素在
多地告急。

近年来，某种药品短缺在国内几
乎成为常态，西地兰、甲巯咪唑、鱼精
蛋白、盐酸环丙沙星胶囊、潘生丁、放
线菌素D……罗列下去，这个名单将会
很长。医改正在不断推向深入，但质
优价廉药品的供应保障问题，似乎还
未现改观。在药品价格将更多由市场
决定的大背景下，政府还应出台更多
精准的政策措施，通过政府和市场“两
只手”的合力，破解药品廉价就短缺的
魔咒。

历数已经曝出的药品短缺事件，
有不少药品的名字反复出现，此次长
效青霉素短缺也并非第一次。去年，
就有陕西省西安市的家长每个月两次
带孩子到北京就诊，目的就是用上这
种短缺药品。但每次出现药品短缺，
最先公布消息的几乎都是媒体，从未

见相关部门有过类似短缺预警的信息
发布。针对这些为数不多的药品品种
和企业建立短缺预警监测机制，明确
企业和政府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建立
双方顺畅沟通的渠道，其技术难度并
非不可跨越。有了短缺预警，各方就
可以提前准备，最大限度地避免患者
无药可用。

价格过于低廉，是频繁出现廉价
药短缺的直接原因。在以往的药品集

中招标采购中，唯低价是取的倾向让
一些本就低价的经典老药竞相压价，
有的企业可能因无利可图而放弃市
场，有的企业不惜赔本赚吆喝。比如，
某省药品招标时，80 万单位青霉素的
投标价只有0.27元，比行业几近透明的
成本价 0.35 元足足低了 20%。再往深
究，在以药补医还没有完全革除的情
况下，对于这些几乎没有利润空间的
廉价药，医院、医生缺乏使用动力是出
现短缺的更深层次原因。

目前，我国为保障廉价药品供应
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尽管只有 4 种
药品纳入试点，但已经启动了短缺药
品定点生产；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
政策也做出了调整，更多的低价药品
不再实行招标采购，而是由医疗机构
和生产企业根据市场供需情况直接
议价交易。这对改变廉价药价格畸
低甚至价格倒挂将起到重要作用。
但如何真正提高质优价廉药品的临
床使用动力，保障这些药品能够用到
患者身上，还需要政府加快改革进
度，从更多方面制定政策。比如，进
一步细化廉价药采购政策，确保企业
获得合理利润；针对疗效确证的廉价
药的使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规范
临床诊疗行为等。在此过程中，不妨
给予各地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间。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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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安宁医院精神卫生防治宣传窗口

■ 见习记者 叶媛媛

高额治疗费
让患者家庭不堪重负

12 年前，琼海市民王大姐的儿
子因为术后感染引起并发症，因而
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些年来，他
的生活一直无法自理，全靠父母照
顾。

“我和他爸为了照顾他，不敢外出
打工，只能在家务农，家庭收入很低。”
王大姐说，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治疗，家
里每月买药都要花八九百元。一年下
来，加上交通费、看病钱，起码得1.5万
元。

1.5万元，这个数字对于王大姐这
样收入并不高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
霜，高额的费用曾经一度压垮这个家
庭。

“前段时间，家里没钱给孩子买药，
我隔了好久都没带他来看病，心里很不
好受。”王大姐伤心地说。

六类患者可享九成
门诊合规费用减免

去年，琼海市入选为海南省唯一的
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城市。

得益于试点工作对新农合重性
精神病患者报销费用的政策扶持，
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
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癫痫所致
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
碍等六类重性精神病患者，在琼海
市皮肤性病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精
神科门诊（合规费用）可享受 90%的
费用减免。

王大姐表示，“原先每月给儿子看
病需要花八九百元，如今只需不到一百
元就能搞定。”

琼海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试点工作开展后，费用减免政策
让许多类似王大姐这样经济条件并
不富裕的精神病患者家庭大大松了
一口气。

在家门口即可
获专家治疗

试点政策的推行，不仅要为百姓省
钱，还要让百姓省力、省心。过去，由于
琼海市各大医院、门诊并没有自己的精
神科科室，精神专科人员一直紧缺，服
务体系并不健全。无奈之下，琼海大部
分重性精神病患者只能跑到省会海口
去看病。

“坐大巴车到海口看病，一次最少
也得花七八十元。去大医院经常要排
队等待，来回经常要花上一天时间。”琼
海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改变琼海没有专业医疗机构、

重性精神病患者看病难的现状，在试点
工作中，琼海市成立了皮肤性病与精神
卫生防治中心，建立起诊治、宣教和心
理咨询“三位一体”的精神科综合门
诊。同时，省安宁医院每周都会选派精
神科医生到琼海驻诊，省去了患者和家
属的日常奔波之苦。该市还陆续选派
骨干医师到省安宁医院进行转岗培训，
培养了一支琼海自己的精神卫生人才
队伍。

此外，琼海还邀请省安宁医院专家
到该市，组织皮肤性病与精神卫生防治中
心人员、基层医务人员、乡村医生、村委会
干部等人，开展全市疑似精神病患者的筛
查和确诊工作。此次筛查一共查出之前
未发现的疑似精神病患者80余名。

“确诊患者我们将全部纳入国家严
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进行管理。有关
部门将出具疾病诊断书、门诊病历，方
便患者申请新农合门诊特殊病种报
销。”琼海市皮肤性病与精神卫生防治
中心精神病防治科科长王国毅说。

据介绍，下一步，琼海市将积极推
进省安宁医院与琼海市东红农场合作
的东部精神卫生中心项目建设，继续加
大精神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和
多部门协调，努力让缴纳城镇职工医保
与城镇居民医保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享受到较大福利优惠。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希望更
多的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琼海市卫
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琼海成为我省唯一的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城市，一系列便民措施让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看病有了“定心丸”

琼海破解精神病患“看病难”
“以前复查总得跑海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病了，省事多了。”得益

于琼海市皮肤性病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精神科门诊的开设，家住琼海市
嘉积镇的李先生如是说。

“过去想看省安宁医院的医生还得跑去海口，现在不要那么麻烦
了。”家在琼海市大路镇的陈阿叔告诉记者，省安宁医院每周都会选派精
神科医生到琼海驻诊，省去了患者和家属的日常奔波之苦。

……
去年7月，琼海市被选为海南省唯一的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

城市。同年11月20日，琼海市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全面铺
开。成立皮肤性病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参加新农合的重性精神病患者
报销比例高达90%，全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落户琼海……一系列便民措
施让琼海市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看病有了“定心丸”。

□
文

力

健康时评

针对日前有媒体报道日本化学及血
清疗法研究所生产的血液制品或致使用
者感染艾滋病而遭致重罚一事，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
目前我国禁止除人血白蛋白以外的血液
制品进口，在进口的人血白蛋白中没有
日本产品。

据介绍，目前，我国对血液制品实施
严格的监管措施，献浆员必须身份清楚，
身体健康方可献浆；对用于生产的血浆
实行严格的检验制度，要求采用血源筛
查检测试剂，对血浆中的乙肝、丙肝、艾
滋、梅毒等进行两遍检测，用于检测的血
源筛查试剂实施批签发管理。检测试剂
在生产企业检验合格后，还要由国家指
定的机构检验和审核合格后才能上市。

记者了解到，我国要求对血浆实施检
测期制度，在采浆后的90天，需要再次对
献浆员进行检测，确认献浆员没有感染相
关病毒后，其所献血浆方可用于生产，以
进一步保证血浆的安全性，排除病毒感染
的窗口期。一个浆站的血浆只向一家血
液制品企业提供，并执行单采血浆站质量
管理规范。所有血液制品在企业检验合
格后，还需经国家指定批签发机构检验和
审核合格后才能够上市销售。

新闻发言人表示，食药监总局对我
国34家血液制品企业每年都进行跟踪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以督促其持续
合规生产。近几年我国血液制品生产企
业整体运行良好，没有出现严重质量事
件和违法违规问题。 （据新华社电）

海南名中医华良才
千册专著赠学子

食药监总局：

我国未进口日本血液制品

美机构建议女性50岁
开始乳腺X光筛查

为美国政府提供卫生建议的美国预防服务工
作组近日表示，乳腺X光筛查对40岁至74岁的
女性都有效，但建议女性从50岁开始，每两年接
受一次筛查。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是受美国政府支持、由
知名医生和科学家组成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认
为乳腺X光筛查对50岁至74岁的女性效果最
佳，她们应该每两年接受一次这样的筛查。

该机构指出，对40岁至49岁的女性，每两年
接受一次筛查也有好处，但好处不如50岁以上女
性那么大，建议她们根据个人情况咨询医生后再
决定是否筛查。40多岁的女性如果其母亲、姐妹
或女儿罹患乳腺癌，那么她们接受筛查的好处超
出普通女性。

女性开始乳腺筛查的时间一直是有争议的话
题，多个机构发布的建议都不同。美国预防服务工
作组2009年发布的建议首次提出女性应从50岁而
不是40岁开始接受筛查，在医学界引发巨大争议。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一个工作组去年6月指
出，乳腺X光筛查对50岁至69岁年龄段的女性
效果最好，能使这一年龄段的女性死亡风险降低
40％。但只有有限的证据支持40岁至49岁的女
性做乳腺X光筛查。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乳腺癌筛查
的目的是早发现、早治疗，但也会带来风险，包括误
诊、过度诊断和辐射诱导的癌症等。（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