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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医院
药学门诊开诊

本报讯 (记者侯赛 通讯员全锦子)老人身
患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药量多，如何
服药？怀孕了，又生病，如何用药对胎儿没有
影响？你和家人有没有遭遇过这些用药难
题？11月14日，海口市人民医院药学门诊开
诊，免费挂号为患者解决用药难题。

据了解，药学门诊是指医疗机构具有药学
专业技术优势的药师给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
药调整、用药计划、用药教育、随访指导等一系
列专业化服务的门诊。在药学门诊，药师可以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用药服务，解决用药难题，
为患者的合理用药保驾护航。

药学门诊服务于任何用药有疑问的患者：
1.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接受多系统、多

专科同时治疗的患者，如慢性肾脏病、高血压、糖
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的患者；

2.同时服用5种及以上药物的患者；
3.正在使用特殊药物的患者：包括高警示

药品、糖皮质激素、特殊剂型药物、特殊给药时
间药物等；

4.特殊人群：老年人、儿童、妊娠期与哺乳
期妇女、肝肾功能不全者等；

5.怀疑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

乳制品是摄入钙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良好
来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对营养需求
的多样化，市场上的乳制品种类也是层出不
穷。除了常见的牛奶，水牛奶、羊奶、骆驼奶等
小众奶开始异军突起，这些小众奶纷纷号称没
有牛奶的种种不足，还有牛奶不具有的种种优
势。这到底是真是假？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徐超。

小众奶营养更高？
专家：整体差异不大

近年来，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着一些关于骆
驼奶的文章，宣称骆驼奶营养丰富，相较于牛
奶，有诸多神奇功效，如能降低血糖血压、提高
婴儿免疫力等，甚至宣称骆驼奶能够作为婴
幼儿配方奶的替代品，给乳糖不耐受的婴儿
食用。

事实果真如此吗？
徐超表示，骆驼奶的营养价值与其他动物

奶相比并没有特殊之处。骆驼奶跟牛奶、羊奶
一样，都是动物奶，它们的营养价值，比如蛋白
质、脂肪、乳糖、矿物质含量虽然有所差异，但
整体差异不大，都可以作为不错的乳制品来
源，为人体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元
素。选择哪个，主要看个人喜好及获得方式是
否方便。

而对于一些商家宣传骆驼奶能降低血压
血糖，并将其当“处方药”推荐给一些病人。这
些说法目前并没有科研数据给予支持。

小众奶不会致敏？
专家：不存在科学依据

不少商家宣传羊奶、骆驼奶可以作为母乳
替代品，不会导致过敏，能给乳糖不耐受的婴
儿食用，相比较而言，羊奶、骆驼奶更能提高婴
儿免疫力。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国家对于婴儿配方
奶粉是有标准的，任何奶作为婴幼儿奶粉的原
料都必须达到特定标准，因此从营养上来说都
是一样的，没有说哪个更好。”徐超表示，对于
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即使饮用骆驼奶和羊奶，
乳糖不耐受或者过敏的情况往往也会存在。
因为骆驼奶跟牛奶一样，都属于高分子蛋白，
而且也含乳糖，婴儿喝了不会导致过敏这一说
法，是不存在科学依据的。

徐超表示，不管是骆驼奶，还是其他小众
动物奶，只是一种普通奶制品，并不具备保健
功能或者药物功效。因此，消费者选择一些小
众奶时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谨慎，理性购买。

水牛奶、羊奶、骆驼奶……

小众奶更有营养？
■ 本报记者 侯赛

让更多人更早关注高血压

据悉，新《指南》是由以心血管科
和高血压为主的多领域专家研究制
定，就高血压领域有关诊断、评估和治
疗的多个临床问题，给出了较为详细
的循证推荐。

在《指南》的线上发布会上，北京
安贞医院赵冬教授介绍，此次《指南》
将高血压诊断标准修改为≥130/80毫
米汞柱，不仅有充分的国际和国内循
证医学证据支持，血压介于“130/80
毫米汞柱和140/90毫米汞柱之间”的
人群多为中青年，下调诊断标准体现
了防线前移、加强初始预防的理念，否
则我们将错过减少高血压导致的心血
管疾病和其他疾病危害的关键时机。

此外，新《指南》推荐将我国成人
高血压按血压水平分为1级和2级。
收缩压130至139毫米汞柱或（和）舒

张压80至89毫米汞柱为1级高血压；
收缩压≥140毫米汞柱或（和）舒张压≥
90毫米汞柱为2级高血压。同时推
荐高血压患者心血管危险分层划分为
高危和非高危。新《指南》认为，进行
分级有助于简化患者心血管病危险分
层，且满足制定启动降压治疗决策的
需要。

海口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陈漠
水介绍，血压介于“130/80毫米汞柱
和140/90毫米汞柱之间”的人群，称
作“高血压前期”人群，属于血压管控
的灰色地带，在我国，这类人群极其庞
大，也包括很多年轻人。

“血压超过130/80毫米汞柱，可
能出现心血管受累、器官损害等情况，
脑梗、心梗的发病率也会随之增加。”
陈漠水认为，这部分人群是有必要定
期随访的。

新的研究发现，这类既往还没
有被诊断为高血压患者的人群，多

半未得到及时干预，因而存在潜在
的心脑血管病风险。在陈漠水看
来，下调高血压诊断标准，可以让更
多人从更早期阶段关注血压，尽早
进行降压，可显著减少心脑血管并
发症的发生。

高血压并非都需药物治疗

中国的高血压患者众多。据业内
估算，如果按照《指南》的更改，我国高
血压患者数量将由2.45亿增至近5
亿。新标准出台后，一些人认为降低
的高血压诊断界值将导致患者人数翻
倍，进一步加大医保负担。

陈漠水提到，新增的患者不一定
全都要接受药物治疗，高血压更多是
一种生活方式病，主要治疗方式有药
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即服
用降压药，将血压调控至正常值；非药
物治疗指生活方式干预。

陈漠水认为，在临床中要视具体
情况而定，介于“130/80毫米汞柱和
140/90毫米汞柱之间”的高血压患
者，对于合并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疾
病的患者应当予以药物治疗，而对于
没有危险因素的人群，不必服用降压
药物，可以通过3至6个月观察并改
善生活方式调节血压。

具体来说，包括限盐、减轻体
重、保证足够睡眠、工作节奏调整及
增加运动等。这对年轻且工作忙碌
的人群而言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
患有高血压的年轻患者非常多，与此
关联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包括缺乏运
动、大量饮酒、饮食不健康、肥胖等。
专家强烈提醒，该类人群应及早重视
自身血压，并开始进行健康的生活方
式管理，以此达到预防和延缓血压进
一步升高，控制心血管疾病进程的
效果。

■ 本报记者 马珂

文昌市重兴镇卫
生院中医科负责人谢
南洲大学毕业后回到
家乡，担起了辖区内
2.9万人口的中医服务
职责。可刚毕业不久
的他，除了给患者开些
中药，其他的中医理疗
技术并不拿手。一边
是患者需求，一边是技
术空白，到上级医院跟
班学习的话，卫生院里
就彻底没了中医服务，
谢南洲着实犯了难。

2022年5月，为了
破解基层中医优质医
疗资源不足问题，海南
启动海南省名老中医
药专家下基层师承项
目。“天上掉下个好师
傅！”谢南洲有机会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从师
名中医，拜师学艺，满足
患者的服务需求。

谢南洲是文昌市重兴镇本
地人，大学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
卫生院工作。“能有一个年轻人
回来挑起我们中医科的担子，我
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基层要有一
名中医师真的不容易。”重兴镇
卫生院院长郑有存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辖区内不少老人由于长
期干农活，疼痛问题比较明显，
对中医的各种理疗服务还是有
需求的，有些老人实在没辙了就
会跑去会文镇做理疗。

谢南洲的到来，让卫生院
的中医科有了开中药的服务能
力，可是中医理疗各项技术仍
难以开展。“跟师学习一段时间
中医技术才敢给患者施治，我
也想过要去上级医院跟班学习
一年半载，可我走了，中医科就
没有其他医生了。”谢南洲左右
为难。

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破解基层名中医
资源短缺难题，省卫生健康委
会同省委人才发展局开展海南
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下基层师承
项目，从2022年起，通过遴选
80至 100名老中医药专家，每
人带教1至2名基层中医师，力
争在“十四五”期间，为基层培
养100至200名中医药理论基
础扎实、坚持中医原创思维、临
床（实践）能力较强、具有良好
医德医风的中医药骨干人才，
提升100至200家基层医疗机
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同时也
将“名中医药专家”优质服务送
到群众家门口。

■ 本报记者 侯赛

11月13日，《中国高血
压临床实践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颁布。最新颁
布的《指南》将高血压的诊
断标准由≥140/90毫米汞
柱下调至≥130/80毫米汞
柱，引发了广泛关注。

如果按照《指南》的最
新标准，我国高血压患者数
量将由 2.45 亿增至近 5
亿，三分之一国人都将成为
高血压患者。不少网友戏
称，“猝不及防得了高血
压”。

对于此次诊断标准的
下调，业内专家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
示，新的诊断标准颁布是
为了让更多人更早关注血
压，提早追踪监测、长期管
理和药物治疗，从而降低
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和
死亡风险。大家不必“谈
病色变”，但是要将高血压
的防治端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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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

到2025年
海南将实现县级公立中医医院全覆盖
并达到二级以上水平

到2025年
所有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和85%以上的村卫生室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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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文昌市中医院副
主任医师韩钰畴来到了文昌市
重兴卫生院，谢南洲成了他的中
医技术“传承人”。

“我是真的没想到，老师竟
然主动到基层收我为徒！”谢南
洲说，既不用离开基层工作岗
位，又能跟到好的老师，填补自
己的技术空白，这种好事是他曾
经想都不敢想的。

据悉，根据项目要求，指导
老师下基层开展坐诊、临床指导
和义诊。对传承人进行临床指
导，时间平均每周不少于1个工
作日，一年累计不少于48个工
作日，其中下基层坐诊和临床指
导时间每月不少于1次，并定期
开展义诊活动，形成医疗下基层
的持续服务。

韩钰畴带着“下基层”和“医
共体”的双重任务而来，周一到
周五都在卫生院出诊，卫生院的
中医理疗技术目前已经开展了
电针、拔罐、刮痧、中医热敷、牵
引、推拿等十多项，患者也从一
天两三个增长到每天几十个。

韩钰畴还毫无保留地将自
己的技术传授给谢南洲。“既然
来了，就为基层患者做点事情。”
韩钰畴告诉记者，如今谢南洲已
经可以独立完成十多项中医适
宜技术，“项目持续两年，未来我
会把更多的技术传给他，让他能
更好地服务基层百姓。”韩钰畴
说道。

据悉，我省目前已遴选46
名指导老师和69名师承人员。
截至2022年11月，名中医下基
层项目指导老师下基层开展坐
诊、临床指导和义诊210次，下
基层工作115天，下基层理论授
课29场，临床（实践）带教298
天，继承人参加指导老师所在医
疗机构临床（实践）237天，878
学时，有效解决了基层中医药人
员匮乏、服务能力弱问题。

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实施省名
中医药专家下基层师承项目，基
层医疗机构“西学中”项目和基
层护理人员中医培训项目，持续
解决基层中医药人员匮乏和服
务能力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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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中医诊疗必须要
预约的高人气卫生院。“一周
200多个中医科号源，放号1小
时内就被抢光……”澄迈县永
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吴秀莉说。

“我等了1个多小时了，不
过没关系，这里医生技术好！”患
者吴阿公说，他的膝关节常年疼
痛，以往都靠忍，实在忍不了就
让家人带着去海口看病，但治疗
关节疼痛需要多次理疗，往返奔
波十分耗时耗力。“听别人介绍
说家门口就有好医生，我在这里
治疗效果很好，再也不用费劲跑
去海口看了。”吴阿公笑着说。

聚集了高人气的永发镇中
心卫生院中医科，其实很“年
轻”，2021年才开诊。填补了该
院中医药业务空白的副院长吴
维炎，同样很年轻，而且师从国
医大师林天东。

“中医技术能解决很多基层
老百姓的日常病痛，而且针灸、
火罐、中药这些治疗费用还低，
群众看病负担轻。”理疗室里满
是患者，吴维炎一边忙着给各床
患者做治疗，一边说。

实际情况也印证了吴维炎
的说法。永发镇中心卫生院中
医科刚开诊时，每天患者不足
10人，现在每天诊疗人数达80
人至100人。“卫生院争取以更
低的诊疗成本，解决患者的疾病
问题。”吴秀莉说。

澄迈县永发镇中心卫生院
中医科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只要
中医服务水平好，就能把患者留
在家门口。可像澄迈县永发镇
中心卫生院这样的例子，在省内
并不多。

据悉，2022年国务院《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
重，加大中医药振兴发展支持力
度、推进中医药综合改革，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提升
基层防病治病能力”。“实际上，
我省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不足，
平均每家基层机构只有1名中
医师，且都是近年来招聘的毕
业生，外出学习机会少，中医临
床能力弱。另一方面，我省近年
来评选了一批包括全国名中医、
省级名中医的中医专家，这些优
质资源均集中在三级医院，下沉
困难。”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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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不及防得了高血压？
专家：防线前移，莫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