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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是全球22个结
核病流行严重的国家之一，同
时也是全球27个耐多药结核
病流行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世
界卫生组织估计，约有1/4-1/5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发生在中
国。2007年至2008年的中国
结核病耐多药基线调查显示，
全国肺结核患者中耐多药率
为 8.32%，广泛耐药率 0.68%，
据此估算，全国每年新发耐多
药结核病患者12万人，且青壮
年患者的比例较高；2010 年，
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
抽样调查显示，我国肺结核患
者耐多药率为6.8%，与其他国
家相比仍十分严重。而我市
的结核病疫情和耐多药肺结
核患者的比例也不容乐观。

耐药肺结核病是指肺结
核患者体内的结核菌不能被
一种或多种抗结核药物所杀
死。耐多药肺结核是指肺结
核患者体内的结核菌至少异
烟肼、利福平两种抗结核药物
耐药，所以耐多药结核的治疗
及其困难，主要是缺乏新药、
敏感药。随着病情的加重，治
疗愈发困难，即便当前科学地
选用二线抗结核病药物为主
的治疗方案，仍然有一部分患
者不能治愈，其治疗费用大大
增加。耐药结核病的治疗费
用比一般肺结核病要高出100
倍，治疗时间长达两年，是普
通肺结核的3-4倍，这在无形
中增加了耐药菌的传播机会，
加大传播范围，增强了传播力
度，而且被感染者一旦发病就
是耐药、耐多药肺结核病患
者。

耐多药结核病如果得不
到规范治疗和管理，其传播性
强、危害性大、难治愈，是比癌
症更为可怕的疾病，治愈率很
低、死亡率很高。耐药结核病
防治工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其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亟待拓
展，亟须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建立规范的隔离病房，培养专
业防治队伍，探索新的防治新
办法等。因此，结核病防治工
作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以有效遏制来势汹汹
的结核病患者，特别是耐药结
核病患者，有效减少耐药结核
病引起的社会危害。

（市第三人民医院 董连志）

耐药及耐多药
肺结核的危害

结核病防治专栏

老年人轻轻摔一跤就导致股
骨颈骨骨折？这都是骨质疏松惹
的祸。早期的骨质疏松可能仅仅
是腰酸背痛，很容易被忽视。而疾
病进展到严重的时候，随便打个喷
嚏，都能发生椎体压缩性骨折。中
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骨科副主
任丁悦教授提醒，预防骨质疏松要
从年轻时做起，多运动、多晒太阳，
年轻时打好基础，上了年纪后发生
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高危人群注意
及时监测骨密度
丁悦介绍，骨质疏松可谓是骨

骼的“隐形杀手”。大部分骨质疏
松患者在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只有
少部分人会出现腰背酸痛或周身
酸痛，负荷增加时疼痛加重或活动
受限等全身骨痛症状。这些症状
很容易被误以为是腰椎间盘突出
或关节炎等退变性疾病，甚至很多
患者直到出现骨折，才查出严重骨
质疏松。

丁悦表示，对于没有发生骨折
的患者，骨质疏松的诊断需要进行
双能X线检查检测骨密度，这是确
诊骨质疏松的“金标准”。老龄、女
性绝经、脆性骨折家族史，以及吸
烟、过量饮酒、饮过多含咖啡因的
饮料、营养失衡、蛋白质摄入过多
或不足、钙和维生素D缺乏、高钠
饮食等人群，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
加大。

防骨质疏松
青少年期就加强运动
骨质疏松，其实就是骨质流失

的过程。为了更好地“防骨折于未
然”，丁悦提醒，一是尽量延缓骨量

丢失的速率和程度，可以采取补充
钙剂和维生素 D。围绝经期妇女
也可以进行雌激素替代治疗；二是
预防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避
免骨折的危险因素，可明显降低骨
折发生率。

丁悦还提到，青少年时期骨
头的质量越好，老了骨质疏松的
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应当从青

少年期就加强运动，保证足够的
钙质摄入。同时，防止和积极治
疗各种疾病，尤其是慢性消耗性
疾病与营养不良、吸收不良等；防
止各种性腺功能障碍性疾病和生
长发育性疾病。避免长期使用影
响骨代谢的药物等，获得理想的
峰值骨量。

如若确诊患了骨质疏松，一定

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有效的治疗，
以求将骨折风险降到最低。丁悦
指出，抗骨质疏松治疗主要包括基
础措施和药物治疗。基础措施需
要注重调整生活方式，如富含钙、
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膳食，注
意适当户外活动，避免嗜烟、酗酒，
慎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等，采取防
止跌倒的各种措施。

另外，需注意摄入骨健康基本
补充剂。丁悦提到，绝经后妇女和
老 年 人 每 日 钙 摄 入 推 荐 量 为
1000mg。我国老年人平均每日从
饮食中获钙约 400mg，故平均每
日应补充的元素钙量为 500mg-
600mg；维生素D治疗骨质疏松时
剂量为800-1200IU。建议老年人
血清 25OHD水平应保持在 30ng/
ml（75nmol/L）以上，以降低跌倒和
骨折风险。

患骨质疏松
不要为防骨折而不运动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有些患者

因为担心骨折，小心谨慎，不进行
任何体育运动，这其实是错误的。
防治骨质疏松，适量的运动非常重
要。运动可以改善骨骼的血液循
环，增强骨密度，减缓骨质疏松的
进程。户外阳光下活动，还能增强
维生素D的合成和吸收。长期卧
床和静坐，非但不能控制骨质疏
松，还会加速骨质疏松的发展。跌
倒确实是骨折的一个风险因素，但
有效的锻炼却能减少跌倒的发生，
进一步降低骨折的风险。然而，不
摔倒并不等于不会骨折。严重骨
质疏松时，可能随便打个喷嚏都能
发生椎体的压缩性骨折。

（广报）

少时多运动 老来不“骨脆”

草本养生在岭南地区很受欢
迎，其中，食参进补是很多人的首
选。参有数种，包括人参、红参、西
洋参、党参、太子参。广州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
姚媛提醒，不同人群用参有所侧重，
选参进补一定要请中医辨证识体，
再按需选择，切勿盲目进补。

人参：大补元气

人参具有无与伦比的大补元气

作用，自古就被认为是起死回生的
妙药，李时珍更是把它称为“神
草”。此外，它还有生津止渴、安神
益智的功效。适合年老体弱、消耗
性疾病后期、术后病人服用。

红参：补阳气、养气血

“红参是五加科植物人参的栽
培品经蒸制后的干燥根和根茎。”姚
媛说，经过熟制，除了具有补元气、
生津安神这些人参都有的作用外，

红参的药性更温、火力更大、劲更
足，其补阳气、养气血的功效自然也
就非凡了。凡有面色苍白暗淡、手
脚冰凉等阳虚症状者，都可选用红
参，从小剂量进补。但阴虚火旺的
人最好不要服用红参。

西洋参：清热养阴

西洋参补气的功效稍逊于人
参，但它独有着清热养阴的功效。
不适合吃红参的人，可以考虑吃西

洋参。另外，长期疲劳、工作压力较
大的上班族，急性病发热后伤阴津
亏的人，都适合服用西洋参。

党参：健脾益气

党参是平补之品，一般的气血
两虚、气津两伤症可用。尤其适用
于脾胃虚弱、食少便溏、体卷无力、
脱肛等症状的人群，如中药健脾益
气的基本方四君子丸就包含了党
参。

太子参：适合脾虚小儿

太子参又叫孩儿参，是石竹科
植物太子参的干燥块根。党参有近
似人参的益气生津作用，但力较弱，
补益作用也较党参差。特别适合于
小儿脾虚胃阴不足，或小儿急性病
发热后气阴两亏症。在小儿热病后
期，体虚无力、口渴咽干时，可用太
子参与瘦肉煲汤，有益气养阴、生津
止渴的作用。 （张秀丽）

食参进补有讲究

最近，桃胶火起来了，在一些
购物论坛上，不少文章都在推荐桃
胶补血、养颜，适合月子进补。那
桃胶到底有没有用？

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
会常委钟凯介绍，桃胶还被赋予一
个更好听的名字——桃花泪，它是
桃树的树皮分泌出来的红褐色或黄
褐色胶状物质。广义上讲，杏树、樱
桃树等蔷薇科植物分泌的胶状物也

可以叫桃胶，但通常说的桃胶就是
桃树分泌的。将这些分泌物从树皮
上剥下来晾干就是原桃胶，可以入
中药，也可以简单加工后食用。

其实桃树流胶是一种病理现
象，我国有接近七成桃树有不同程
度的流胶现象，通常是受到真菌或
细菌的侵染，或是虫害、表皮损伤
导致。流胶会减少桃子的产量，流
胶部位会腐坏，甚至导致整个枝条

或整棵桃树枯萎。
商品桃胶在食品中可以起到

增稠、乳化、凝固等效果，和另一种
常见树胶（阿拉伯胶）的功能接
近。在日本，桃胶可作为食品添加
剂使用。此外，它在化工、化妆品、
印染等行业也有广泛应用。

要说桃胶美容，实话说作用不
大。所谓的美容“原理”据称是和
胶原蛋白有关。钟凯说，首先，胶

原蛋白美容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臆
想。其次，胶原蛋白是动物蛋白，
植物成分的桃胶怎么会有胶原蛋
白？桃胶的主要成分是大分子多
糖，人体缺乏相应的消化酶，因此
难以消化吸收，没什么营养。不过
桃胶也算膳食纤维，对于肠道健康
可能有点好处，比如，方便排便。
它的口感吃起来还不错，所以吃着
玩还是可以的。 （人民）

吃桃胶真能美容吗？
专家：顶多方便排便

本报讯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一
项小鼠实验显示，高纤维饮食可能
有助减少老化造成的大脑炎症，从
而延缓认知功能衰退。

膳食纤维在消化过程中会产
生包括丁酸盐在内的短链脂肪酸。
先前研究显示，丁酸盐有抗炎特
性。一种名为丁酸钠的药物在实验

中显现积极疗效，能够抑制年老实
验鼠发炎的小胶质细胞产生有害化
学物。小胶质细胞是脑内的巨噬细
胞，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一道重要的
免疫防线。老化过程中，小胶质细
胞会慢性发炎，产生有害化学物，损
伤大脑认知和运转功能。

研究人员把年轻实验鼠和年

老实验鼠分别分成两组，一组投喂
低纤维饮食，另一组投喂高纤维饮
食。随后检测血液中丁酸盐和其
他短链脂肪酸水平以及肠道中炎
性化学成分水平。在由最新一期
瑞士《免疫学前沿》刊载的论文中，
研究人员写道，高纤维饮食令年轻
和年老实验鼠血液中的丁酸盐和

其他短链脂肪酸水平都有所增加，
且有助减少肠道炎症。随后，研究
人员检测小胶质细胞中大约50个
独特的基因，发现高纤维饮食减少
了年老实验鼠小胶质细胞的炎症。

虽然这项研究的对象是实验
鼠，但研究人员认为该结果可以适
用于人类。 （京报）

高纤维饮食或能延缓大脑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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