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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医生”十大核心素质评选活动启动

专家呼吁医生
重视人文关怀

健康

医药问诊 D05

赫赛汀被批准治疗胃癌

新京报讯 （记者潘波）近日，由 “中国好医生”这一话题更多的思考
高血压联盟（中国）、中华高血压杂志
和探讨。
与赛诺菲 ARB 领先学院共同发起的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
“中国好医生”十大核心素质评选活
任委员胡大一表示：
“ 时时考虑患者
动全面启动。专家们在会上指出：临
的利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着想，是
床医生在掌握基本专业知识和技能
当医生的价值，更是医学的目的。然
的同时，应该正确理解医学的本质， 而，随着技术越来越新，分科越来越
重视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细，医师越来越依赖技术，只重局部、
据悉，
“ 中 国 好 医 生 ”十 大 核 心
忽略整体，忽视患者的诉求和心理因
素质评选计划从今年开始至明年上
素。作为一个好医生，应该始终记住
半年，覆盖全国心血管内科、神经内
自己面对的是患者，是充满人文内涵
科、老年科、肾内科、普内科、内分泌
的，以人为本的科学。要达到理想的
科等多个学科的近 4 万名一线医
治疗效果，应该依靠医生的人文内涵
生。通过专家采访、现场问卷、短信
和对技术合理应用的综合服务。”
互动和微博平台等多种渠道，了解
除了十大核心素质评选，项目还
并收集临床医师对于“好医生”的认
将聚焦高血压领域，举行优秀论文评
知情况，探讨好医生所必备的核心
选、专业技能挑战赛、英文演讲培训、
素质，并期望通过系列活动引发对
高血压指南推广等系列活动。

新 京 报 讯 （记 者 潘
波）10 月 13 日，上海罗氏制
药日前宣布，其抗人表皮生
长因子受体 2（HER2）药物
——赫赛汀（曲妥珠单抗）
继 成 功 用 于 HER2 阳 性 乳
腺癌治疗后，继续在胃癌治
疗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今
年 8 月，赫赛汀联合化疗正
式被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SFDA）批准用于
HER2 阳性转移性胃癌的一
线治疗。这意味着我国胃
癌治疗进入分子靶向时代，
更 多 HER2 阳 性 胃 癌 患 者

将从中获益。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每年新发病例
约 40 万人。由于近半数早
期胃癌病人没有临床症状，
确诊的癌症病人以三期和
四期居多，很难通过手术完
全根治。因此临床亟待新
的治疗方式出现，以延长晚
期胃癌患者生命，提高病人
生存质量。”中国抗癌协会
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
军八一医院副院长秦叔逵
表示，
“ 目前已证实，赫赛汀

联合化疗在 HER2 阳性晚期
胃癌患者中的疗效显著优于
单纯化疗，这为晚期胃癌的
治疗提供了新选择，患者预
后将有望得到改善。
”
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
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则
表示，
“除了能降低 35%的死
亡风险，显著延长患者的总
生存期外，赫赛汀在改善转
移性胃癌患者生存质量方
面也凸显优势。胃癌迈进
靶向治疗时代。”
（下转 D06 版）

改善生活习惯 控制前期糖尿病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直接导致身
体出现各种问题。
由 于 整 天 坐 着 办 公 ，吃 得 多 又
不够健康，摄入的又是高热量食品，
和大量的含糖饮料，令人们对糖的
摄入量大大增加。而高节奏的繁忙
生活，导致了许多年轻人缺乏运动
来消耗热量，大量的热量只能依靠
胰岛功能自行消化，从某种程度上
加大了胰岛细胞的工作量，形成糖
尿病的诱因。
如果在体检中发现自己血糖偏
高，甚至接近临界点，这就等于敲醒
了警钟，这类人群需要开始改善生活
方式，比如减少热量和糖分的摄入，
增加身体锻炼的机会等等来防止胰
岛细胞的衰退。

生活方式干预＋药物治疗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
点，就导致血糖控制不佳，会发展到
糖尿病。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
说，糖尿病的治疗意味着吃药就可
以了，但其实生活方式干预（饮食控

制和运动）加上药物治疗才是对付
糖尿病的绝佳手段。可是由于种种
原因患者不知道如何进行生活方式
干预，导致太依赖药物治疗。在这
样的情况下就会有血糖波动。据国
外临床研究表明，血糖波动和血糖
控制不佳是导致糖尿病病情快速发
展的主要原因。

医学营养有助控制治疗
在国外，许多人已经开始通过医
学营养（MNT）来帮助这类人群改善
生活方式。他们会通过像雅培益力
佳 SR 这种有国外医学会（美国糖尿
病学会，美国临床内分泌学会）认可
和推荐的医学营养品，增强身体机
能，抵御糖尿病。
据专业人士介绍，
雅培益力佳 SR
完全符合美国糖尿病学会的医学营养
标准，
并令服用者产生饱腹感，
降低吃
东西的欲望。该产品 100%由西班牙
原装进口，
包含 28 种营养素，
能满足身
体均衡营养的所需。家中有人血糖亮
红灯的话，
适合常备一些
“看门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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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病千万不能忍
膝关节病，主要原因是关节软骨退变引发
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等，很
多人变得步履蹒跚，上下楼关节疼痛不敢使劲，
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严重者关节积
水、肿胀、变形。
过去医学界多认为这种病不好治，除非换
关节，但是随着仙草骨痛贴的问世，数万例病人
亲身体验，这种认识已被改变。
在云南临 沧 、保
山等地区，很多人都
知道从某权威医院退
休回乡的侯主任医
师，
自幼酷爱中医，六
十年研制良方，专攻
骨科顽疾，膝关节疼
痛、肿胀、积水，上下

楼不敢使劲，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的
患者，用他研制的“仙草骨痛贴”贴敷，关节疼
痛肿胀消失，关节屈伸不利、上下楼酸软无力症
状明显减轻。连续用药一个多月就能像正常人
一样生活。
“仙草骨痛贴”专门针对久治不愈的膝
关节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
风湿类风湿。
临床治疗过程表明：患者贴服 ３盒左右患
处就有改善，用 ６盒左右症状明显减轻，用 １０
盒之后基本可以恢复正常活动，做家务，逛公
园。仙草不以明星代言夸大宣传蒙蔽患者，而
以切实疗效让每位患者满意！
良心产品，准字号认证，用疗效说话，最好
对比使用前后 ＣＴ片更能说明问题！请电话咨
询或到店内咨询！

“颈、
腰椎病、
椎管狭窄”
遇良方人生无忧
颈椎病、腰椎间
盘突出、膨出、椎管狭
窄、椎体滑脱增生，反
复发作，迁延难愈，严
重危害着人类健康。
这类疾病尽管表
现形式多种多样，但
根源都在颈、腰椎退
变，纤维环破裂，髓核从破裂处突出压迫神经
根引发腰疼、坐骨神经疼、腿脚麻木胀疼、走不
远路以及颈肩疼痛、头晕手麻等，由于椎间盘
是无血管组织，常规药物无法进入病灶，导致
该类疾病久治不愈，病人痛苦不堪。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困惑医学界多年的难
题，已经被北京专家组攻破，成功研制出“仙
草活骨膏”，富含特异生物活性酶，能够进入

病变组织深部与突出物发生连锁生化反应，使
之失水萎缩，
溶解消失，从而解除对神经和椎
管的压迫，很多患者 ２４小时就有反应，一周左
右症状明显减轻，一月左右症状全面消失像正
常人一样生活。患者拍片检查可看到病灶消
失，神经受压解除，一切恢复正常。
临床治疗过程表明：患者贴服 ３盒左右患
处就有改善，用 ６盒左右症状明显减轻，用 １０
盒之后基本可以恢复正常活动，做家务，逛公
园。仙草不以明星代言夸大宣传蒙蔽患者，而
以切实疗效让每位患者满意！良心产品， 准
字号认证，用疗效说话，最好对比使用前后 ＣＴ
片更能说明问题！
良心产品，准字号认证，用疗效说话，最好
对比使用前后 ＣＴ片更能说明问题。请电话咨
询或到店内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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