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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学家、博士生导师胡卓伟教授

胡博士：纤维化是肺病发病的根源

肺气肿、肺心病、间质性肺炎、哮喘、老

慢支、陈旧性结核、肺癌等肺病患者，如果

您经过临床 CT 或 X 线检查显示： 肺纹理

增粗、 紊乱或有阴影或钙化， 会显示为网

状、条索状、蜂窝状、囊状、钙化点等，说明

您的病肯定发展成了不同程度的肺纤维

化。通常会咳嗽、咳痰、咳喘、气短、气急、呼

吸困难等不同症状，纤维化发展严重后果，

导致正常组织结构改变，功能丧失，大量没

有气体交换功能的纤维化组织代替肺泡，

导致氧气不能进入血液，患者会呼吸不畅、

缺氧、酸中毒、靠呼吸机生存，很快会因呼

吸衰竭、死亡。

据统计目前临床对肺病诊断误诊达

33%以上，漏诊达 60%，对于纤维化的病理

诊断更是不祥， 为了有力避免临床出现的

问题，弥补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缺陷，把患者

的病诊断的更系统更清楚， 因此患者一定

要正确认识新的医学， 及早进行全面和针

对性的防治！

胡博士：治好肺病必须逆转纤维化

胡博士指出， 肺病治疗一定要有针对

性，病人是应该抗炎治疗还是抗纤维化治疗

这是关键！ 而纤维化是由炎症造成的，炎症

是标，纤维化是根，反复抗炎会加重纤维化，

导致肺功能逐步丧失；让人担忧的是，很多

患者到了晚期临床完全没办法了，才来抗纤

维化治疗，这样我也很难，抗纤维化可以让

肺病康复，尤其越早治疗越快，但不能用来

急救， 复方 CFX 是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研

制的首个针对纤维化的药物， 大量病人用

后，效果很突出，由于目前这个病只有进行

抗纤维化才能真正康复（病症消失和各类检

查证实纤维化消失或淡化）， 现正在做进入

各大临床的审批！

胡博士专家团亲诊，指明病情和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胡博士专家团教授

为病人深入诊断，通过抗纤维化和抗炎结

合，针对性治疗，有效杜绝秋后复发，同时

为减轻患者治疗负担 ， 特决定在 8 月

23-30 日， 对所有患者费用减免一半，来

时可携带 X、CT 片等相关检查及病历资

料，为保证诊断效果，敬请预约（免挂号）：

0731—84484223��82283283�， 地址：湘

雅康复中心大楼 10 楼抗纤维化中心（湘

雅医院北门）

衡阳和湘南患者注意：专家团帅主任

8 月 28、29 日来衡阳亲诊， 约诊热线：

0734-8194121

老肺病 这回可完全治好

中老年人的绿色保健品

生、长、壮、老、死———是任何人都无法

逃避的自然规律。 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延缓衰老、益寿延年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关键是要取之以道。 我国的传统医学对于

中老年的保健有很独到而深刻的研究，其

中主要包括饮食调养、 精神调养、 运动调

养，以及药物调养等方面。 其中讲的药物调

养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进补”。 现代的保健

药品可谓是琳琅满目， 而大部分人却认为

“越贵的越好”，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僻如六

味地黄丸一类药，虽然价格低廉，但却是十

分适合于中老年人的保健品。

中医认为，肾是人体一身的根本。 肾精

充足，则人体壮实，肾精亏虚则人体虚衰。

六味地黄丸就是针对肾精亏虚而组成的补

肾名方。 现代科技对六味地黄丸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发现六味地黄丸含有大量的植

物激素，具有与体内激素相似的作用。 大部

分人都知道， 激素与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

关。 随着年龄增长， 体内激素有下降的趋

势，人也相继出现骨质疏松、失眠等一些衰

老症状。 另外研究还发现，六味地黄丸可清

除氧自由基， 可防治冠心病等所引起的心

血管疾病。 因此，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六味

地黄丸实在是延缓衰老、 保持健康的绿色

保健良药。

本报8月23日讯 告别往日晴热， 今天

一大早阵阵清风袭人，阴云笼罩，能见度随

之下降。由于空气中水汽含量明显升高，长

沙等地轻雾缭绕， 似乎预示着新一轮雨水

的到来。没错，在意味着炎热的暑期即将过

去的处暑节气， 今天我省很多地方的气温

下降到了30℃以内。

今天凌晨3时开始，省气象局先后向龙

山、保靖等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3个、黄色

预警1个，提醒湘西、湘南地区居民防范暴

雨突袭。22日8时至今天8时， 全省共有939

个乡镇出现降水， 较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湘

西自治州、怀化、张家界以及常德。其中新

晃、保靖降下暴雨。

自今日起， 本周内我省将持续一段凉

爽天气，暂不会出现35℃以上高温。省气象

台台长黎祖贤表示，今明两天， 省内多阵雨

或雷阵雨， 并伴有雷雨大风和短时暴雨等

强对流天气， 其中湘西、 湘南局地大到暴

雨，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25日-27日，全省

自西向东将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 其中

湘西、湘北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8日

省内天气好转。

一场秋雨一场凉。 黎祖贤说， 降雨

能带来短暂的清凉，但雨后不排除高温

天气卷土重来的可能，“想要真正凉爽

起来，得等到9月中下旬，届时气温连续

5天保持在22℃以下， 秋天才算真正来

了。”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李洁

本周全省多雨 持续凉爽

湘西、湘南防暴雨突袭

周末天气好转不排除高温重来

“这工作是被逼出来的”

谈起目前从事的工作， 许先

生坦言，“完全是逼出来的”。今年

6月的一天，许先生因为身体不太

好， 便在五一广场附近的某大药

房买了一些滋补药品。 导购员向

他推荐了河南洛阳某药业公司生

产的“全鹿丸”，以及江西萍乡市

某药业公司出产的“鹿茸丸”。“抱

着试一试的想法， 两种滋补药各

买了一盒。”许先生说。

没想到，按说明服用这两盒

药物一段时间后， 许先生就出现

了头晕、呕吐等症状。医生怀疑是

服用的药物有问题。 当他把两盒

滋补药拿给医生看时， 医生惊愕

地发现， 这两种药竟然共用一个

生产批号。

面对涉嫌假冒的滋补药，许

先生选择了上诉， 药店最后都乖

乖地赔了钱。“这可是一个源源不

断的金矿！”拿到钱后，许先生顿

时眼前一亮。

“月收入比白领好”

“这样打假， 不仅可以打击

‘奸商’，还有钱赚。”许先生毫不

隐讳自己此后一直在进行的“针

对性买假”。今年6月23日，在蔡锷

路附近的几家药房内， 许先生发

现销售人员向中老年人推荐一款

“小麦胚芽油”， 声称这是一种最

新保健品，有很好的功效。但是，

这些产品包装上并没有保健食品

批准标志“蓝帽子”。他随即也出

手购买了“小麦胚芽油”。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在获得

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后， 食品才

能以保健食品的名义宣传和出

售，且包装盒上必须印有“蓝帽

子”标志。换句话说，没有这一

标志的食品只是普通食品 ，而

不能冠以“保健食品” 的名义进

行宣传和销售。

这次“打假”中，许先生再次

尝到甜头。“这些商品绝对是有问

题的，我看准了才会出手买，其中

一部分需要检测， 报告出来后就

可以找商家，即使不能一赔十，最

少也能达成退货。”

许先生表示， 从事打假工作

以来， 最好的一个月收入上万，

“比普通白领的收入好多了。”

“希望更多人来‘挑战’假货”

8月23日， 记者再次拨通许

先生的电话， 本想跟着体验一下

他的打假工作，但被婉言拒绝了。

他称，这个工作有一定的风险，希

望记者不要介入。

谈到所谓的危险， 许先生说

不少商家已经将他列入了黑名

单。几天前，他在一家药店“闲

逛”时，店员立即打电话叫来几

个社会闲杂人员， 对他吼了一

声：“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许

先生说，也曾接到过许多莫名奇

妙的电话，对方威胁道：“小心点，

你的老婆、孩子在哪里，我们一清

二楚。”

“我个人认为这项工作自己

获得了收益， 但实际上也有助于

净化市场，不管我是什么目的，我

觉得还是或多或少达到了这个效

果。”许先生表示，随着自己在各

大药店、商场“知名度”的提高，在

长沙的市场越来越小， 但是他呼

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挑战”假

冒伪劣商品。

“职业打假人”靠索赔月收入过万

自称月收入比普通白领好，呼吁更多人站出来“挑战”假货

《长沙“王海”专买假货只为十倍索赔》后续

“身正不怕影子斜 !”8月21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家润多公

关部一位负责人坦言：“超市开门

就是迎接四方客户的， 消费者有权

在超市内检查商品的质量问题，在

不破坏食品外包装的情况下所做的

检查都可以视为正常的。”

与此同时，长沙一些卖场、超

市坦言，“对于那些打假人，商家肯

定有点紧张”、“对于恶意购买，我们

也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一方面，

商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迎接“王海”们的“找茬”，另一方面，

商家也希望各职能部门出台相关

条例来约束恶意消费行为。

市民：

有助于遏制假货猖獗

各

方

说

法

长沙的许先生花900元，买下150包“下火

王”（一种降火保健品），第2天，他便拿着电脑

小票和发票找到商家， 要求以十倍的价格赔偿，原

因是这些“下火王”有问题（详见本报8月23日A04

版）。根据新的《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

对假冒商品实行退一赔十。

一个月的时间里，许先生采用类似的方法可以

赚到一万多元，这样的长沙版“王海”以如此“另类”

的方式监督假货，各方看法不一。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徐建 黄慧敏 王颜娟

长沙市民何先生认为， 各地

出现了各种版本的“王海”，说明

仅凭职能部门不能完全封杀假冒

伪劣产品。 索赔者行为从一定程

度上协助有关部门遏制了假货的

猖獗，为何不可呢？

大部分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不管是“知假买假”还是维护

消费者权益， 这种事情的发生有

利于市场的规范。 在目前消费者

处于弱势的情况下， 有关条例应

向消费者倾斜， 支持市民的打假

行为。

商家：

有点紧张但关键要自律

本报8月23日A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