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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对健康只起 8%的作用，
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 、 生活条件 、
经费的保障来决定。” 全国政协副主
席、 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近期召
开的第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作特
邀报告时如是说道， 同时他也特别
声明， 该报告仅限于学术， 谈到的
一些 “颠覆性意见” 都有依据———
来自严肃的科学论文。 这是他个人
一家之言， 只提供一个侧面。

医疗并不如想象中全能
“高血压是疾病吗？” 韩启德在

作报告时直言： “高血压不是疾病，
只是危险因素。” 既然不是病， 那需
要治疗吗？ 大量研究显示， 对高血
压患者进行降压治疗 ， 可降低约
25%-30%的心、 脑血管事件的危险。

不过， 韩启德指出， 当把危险
降低的概率具体到个体时， 即会发
现， 对高血压的干预有着别样的意
义。 以我国 40 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
为例， 10 年心血管事件 （心肌梗塞
和脑卒中） 发生率最高统计为 15%
左右 ， 降低 30% ， 即降为 10.5% 。
也就是 100 个 40 岁以上高血压者服
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 只有 4-5 个

人受益。 “而且还有可能存在药物
副作用， 且有服药的经济负担”。

又例如， 美国癌症协会建议 40
岁以上女性每年接受一次乳房钼靶
X 线检查。 但今年 2 月加拿大公布
的一项研究结果却将这一建议置于
尴尬境地———加拿大钼靶 X 线筛查
乳腺癌的研究涉及 8.98 万余人， 但
最后的结果表明， 检查对死亡人数
的减少效果不明显。

韩启德认为， 从大量的研究结
果来看， 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
预的实际结果是： 极少一部分人受
益， 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 。
医疗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全能。

医疗对健康只起 8%的作用
韩启德表示， 医疗对人的健康

只起 8%的作用 ， 更多是由生活方
式、 生活条件、 经费的保障来决定。

“我个人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廖新波说， 当
下， 很多疾病高发都是由于不合理
饮食、 缺少运动、 精神压力过大这
三方面原因导致的， 修正这些不良
生活习惯的关键在于个人， 而不是
医疗。 当然， 这里所说的 “医疗”，

仅指诊断和治疗。
那么， 我们做常规体检还有意

义吗？ 韩启德说， 有一个荟萃研究，
16 项研究合在一起、 18 万人， 结果
发现除去老年人， 做不做健康体检，
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

对此， 廖新波表示， 一般情况
下， 体检可分为 2 类： 一是福利性
的社会体检 ， 二是私人体检产品 。
前者可能过于流水线化 ， 过程快 、
检查不仔细， 缺乏针对性； 后者可
能涉嫌过度检查， 缺乏个体针对性，
浪费资源也对身体不利。 廖新波建
议， 人们应该学会将两者相结合 ，
常规体检后， 再咨询专业医生， 结
合家族史、 职业特点、 日常习惯等
制订属于自己的疾病筛查方案。

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沈雁英教授看来， 疾病早发
现、早干预还是非常重要的。 早期发
现疾病，并不意味着过度治疗，在医
生指导下调整生活方式， 并不断观
察，也能防病于未然。沈雁英教授称，
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以高血压
为例，日常生活规律、坚持低盐、低脂
肪的饮食比医生开的处方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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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 与那些经常吃早餐的人相
比， 不吃早餐的男性患心脏病的
几率会增加 27%。 研究人员称， 尽
管该研究不包括女性， 但结论同
样适用于不吃早餐的女性。

王翰蔚
■ 荷兰慢性器官衰竭鉴定中

心的研究人员发现， 阻塞性肺病
（包括哮喘、 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
性肺病等） 患者受到认知功能损
害 （如记忆力衰退） 的风险较高。

胡万里
■ 德国柏林沙里泰医学院与

美因茨大学联合研究发现， 锌离
子在人体生物钟里扮演关键的
“齿轮” 角色， 以维护生物钟的正
常运转， 调节人们的生活节奏。

新华
■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项新

研究显示， 吸烟除常见的危害外，
还会损害听力———吸烟者听力受
损 的 几 率 比 不 吸 烟 者 要 高 出
15.1%， 而被动吸烟者所受到的影
响更大， 他们听力受损的几率要
高出常人 28%。

刘海英

健康取决于自身观念和行为
“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 不是因为它的衰落， 而是因为它的昌盛， 是因为它不知何

时为止。” 韩启德说， 在宗教强盛、 科学幼弱的时代， 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 在科学强盛、
宗教衰弱的今天， 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

������美国一个研究小组说，孕妇胎
盘并不像人们此前认为的那样是
一个无菌环境，且其中的微生物甚
至可能与胎儿是否早产有关。

休斯敦贝勒医学院副教授谢
斯蒂·奥高及同事在美国 《科学
转化医学》 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
分析了 320 个来自捐赠的胎盘的
微生物组成。 研究发现， 胎盘中
有大约 300 种微生物存在， 但水
平较低。 总体而言， 胎盘的微生
物群落组成与在口腔中发现的微
生物群落最为相似， 表明孕妇胎
盘中的微生物可能来自口腔。 奥
高猜测 ， 口腔微生物可能首先
“溜” 入孕妇血液之中， 然后迁
徙到胎盘 “定居”。 这强化了一
个长期以来的观点———孕妇的口
腔健康对胎儿健康至关重要。

此外， 新研究还发现， 早产
孕妇胎盘的微生物群落组成不同
于足月产孕妇的胎盘， 说明胎盘
微生物群落与早产之间可能存在
关联。 该研究有助于开发预测女
性早产的诊断工具以及帮助找到
预防早产的新策略。

林小春

健康胎盘中
首次发现细菌

������外界环境因素往往被认为是
慢性疼痛的主要原因。 英国一项
最新研究发现， 在干眼症等 4 种
慢性疼痛综合征中， 遗传因素起
到了很大作用。 这有望帮助提前
筛查出高风险人群， 并尽早采取
干预措施。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
究人员日前报告说， 他们对超过
8000 对英国双胞胎进行了研究 。
结果发现， 肠易激综合征、 肌肉
骨骼疼痛、 骨盆疼痛和干眼病这 4
种慢性疼痛综合征与遗传因素明
显相关。

进一步研究发现， 女性患慢
性疼痛综合征的风险高于男性 。
总体来看， 尽管环境因素对患病
风险有一定影响， 但在这几种慢
性疼痛综合征的患病风险中， 遗
传因素的影响可达 2/3。

领导这项研究的弗兰茨·威廉
斯说， 这是有关遗传因素与慢性
疼痛关联的首个大规模研究， 下
一步他们将具体寻找这些基因 ，
为找寻新的防治方法提供可能 。
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 《疼痛
学杂志》 上。

刘石磊

慢性疼痛综合征
或源于遗传因素

������一项新研究显示， 汽车安全带、
安全气囊可在车祸时保护驾驶者和
乘客的肾脏， 避免肾脏被撞坏掉而
需要接受移除手术。

遇到车祸时 ， 驾驶者和乘客
很容易受到各种严重创伤与外伤 ，
严重肾脏受损就是一种常见伤害 。
美国伊利诺伊州共济会医学中心 、
贝勒医学院与纽约大学的研究人

员统计了美国近 20 万起车祸的资
料后发现 ， 有安全带和安全气囊
保护的人 ， 其肾脏严重受损的风
险减少了约23%， 且接受肾脏切除
手术的几率也减少一半以上 。 而
没有系安全带 、 没有安全气囊的
保护 ， 车祸时肾脏严重受损风险
会增加 44%。

方留民

������美国 《内科医学杂志》 刊登瑞
典一项新研究发现， 与夏日接受日
光浴的女性相比， 不晒太阳的女性
死亡率高 2 倍。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人
员对 1990-1992 年招募的 2.95 万余
名女性接受日光浴和晒黑沙龙等情
况进行了为期 20 年的跟踪研究。 研
究发现， 从来不在夏天晒日光浴的
女性各种原因死亡危险增加 2 倍。

研究负责人佩尔·林德维斯特博
士表示， 适度晒太阳的确有益女性
健康。 新研究发现， 避开太阳的女
性死亡率之所以高 2 倍， 与其体内
缺乏维生素 D 有密切关系。 晒太阳

越少， 体内维生素 D 就越少。 而维
生素 D 不足会增加糖尿病、 肺结核、
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危险。

尽管新研究结果表明晒太阳有
益， 但大量证据依然表明皮肤癌与
过度日光浴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因
此， 晒太阳一定要把握度， 出门涂
抹防晒霜等防晒措施不可放松。

徐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