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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赋能远程诊疗

磁控胶囊胃镜先行一步
营养健康

健康科普

吃止痛药
一定会上瘾吗
吃止痛药可以缓解患者的疼痛，

但在止痛药被广泛使用后，有一些新
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吃止痛
药上瘾的问题。那么，吃止痛药一定
会上瘾吗？

止痛药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作用于外周神经系统，属于消炎镇痛
药，凭医生处方可以在药房购买，常
用的有阿司匹林、布洛芬、扑热息痛
等，这类止痛药本身并不具有成瘾
性。另一类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以吗啡、盐酸曲马多等药为代表，虽
然具有成瘾性，但在医生专业指导的
剂量下使用也不会出现成瘾现象。
总之，在药物成瘾性的问题上，注意
药物的种类和控制好剂量是关键，要
遵医嘱，适度用药。 姜毅

健康养生

手足心老出汗 脾胃失调了

医生提醒

带状疱疹先干疼后出疹

“受检者已完成胃部准备，吞
服‘胶囊’。”8 月 9 日下午 2 点 49
分，来自北京望京SOHO安翰5G
实验室清晰的画面与中日友好医
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宋振梅洪
亮的声音实时传输到位于人民日
报社的第三届国之名医盛典现
场。

“请开始磁控胶囊胃镜远程
检查！”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
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消化内科主任
令狐恩强授意操作员在盛典现场
通过便携设备远程精准操控胶囊
胃镜在受检者胃内的运动轨迹，
适时调整其姿态和角度，实现360
度全方位、系统化的胃部检查。

400 多位专家和医生“跨屏”
目睹了 5G 实验室里磁控胶囊胃
镜系统精准升降的机械臂以及受
检者清晰可见的胃黏膜。

令狐恩强表示，这是中国内
镜史上第一例磁控胶囊胃镜 5G
远程检查，促进了消化内镜技术
借助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的探索与
应用，也推动了5G网络支持远程
医疗的创新实践。

打破时空壁垒弥补医疗资源
短板

过去基层医院与上级医院的
交流，主要是通过有线宽带或无线
网络连接起来的远程会诊，存在通
信效果不佳、移动性差等问题，使
其在临床应用上更多地停留在远
程手术指导和手术规划层面。专
家多是“问诊”，无法“看诊”。

“5G 时代，这些问题有望逐
一解决。”令狐恩强表示，5G 网络
大宽带、低时延、高速率的天然优
势将促进跨屏、跨空间的远程医
疗快速普及，扩大优质医疗资源
的覆盖面，大幅提升医疗效能，真
正实现专家从“遥规划”向“遥操
作”的零距离远程诊疗转变。

作为消化领域的权威专家，
令狐恩强向记者描述了他对 5G
时代消化系统疾病诊疗的设想：
偏远地区的患者因不明原因消化
道严重出血，大城市的专家远程
操控胶囊胃镜对其进行检查和诊
断，而患者在当地就能享受优质
的医疗服务，不用舟车劳顿地专
门赴大城市就诊，也将大幅度地提
高偏远地区百姓诊疗的及时性和

便捷性。“这对中国胃癌早筛也将
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无创胃镜早癌筛查的“利器”
目前，中国胃癌防控形势十

分严峻。为何我国的胃癌筛查迟
迟得不到推广？究其原因，“不想
查、检查难”长期以来是大规模开
展胃癌普查的重要阻碍。

令狐恩强介绍，相较于传统
电子胃镜的有创方式，目前已广
泛应用于临床的磁控胶囊胃镜是
无创方式。受检者只需要随水吞
服一颗内置摄像与信号传输装置
的胶囊胃镜，大约 15 分钟就可以
完成胃部检查。整个过程舒适安
全，不需要麻醉，检查准确性与传
统电子胃镜高度一致。

“触屏可及”的专家资源将极
大改善百姓的消化道疾病诊疗体
验，无须到大医院排队预约，在家
门口的医疗机构就能进行胃镜检
查。同时，对于专家来说，这将有
助他们及时掌握并了解患者的病
情，实现消化道健康的动态管理
和监测。

智能辅助阅片助力医生“火
眼金睛”

由于每例磁控胶囊胃镜拍摄
上万张图片，因此更广泛的胃癌
筛查带来的必然是上亿量级的消
化道影像数据及其处理的实时性
要求。“传统的人工阅片需要消化
科医生基于所有的检查图片进行
数据分析和疾病诊断，耗费大量
的时间，同时高强度的阅片工作
也容易造成漏诊。由安翰科技研
发的能够实现深度学习与精准分
类的智慧阅片系统能够辅助医生
提升病灶检出率，确保检查的准
确性。同时，还可以大幅缩减人
工阅片时间，有效提升阅片效率，
使医生工作效能得到充分发挥，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应用价
值，是我们消化内科医生的得力
助手。”令狐恩强肯定地说。“以目
前磁控胶囊胃镜的临床应用情况
来看，医生阅片的速度至少能提
升 20 倍，人工智能对于胃部病变
的识别率高达 97%以上。此外，
在检查过程中该系统实时向医生
提示医学影像的异常及可能存在
的病变，医生可针对可疑病变进
行反复观察和重点拍摄。”

据《中国科学报》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情绪紧
张时会出现手足心出汗的情况，
这是人体的正常生理反应，不必
过于担心。但如果手足心老出
汗，就要当心了。从中医角度
看，这可能是脾胃功能失调的典
型表现。

手足心老出汗，中医称为“手
足多汗症”，即指手足部出汗而
其他部分无汗，其主症多见手足
经常潮湿多汗。脾胃主肌肉四

肢，其病理变化常在手足反映出
有关症状。故历代多数医家家认
为，手足汗出多与脾胃有关。手
足多汗的主要病因病机包括阳明
热盛、脾胃湿热以及脾胃虚寒。

除药物治疗，日常饮食调护
也十分重要。脾胃实症者包括阳
明热盛、脾胃湿热者，多因饮酒
过多及过食辛辣肥甘所致，常常
伴有口臭口苦、大便不畅、小便
黄浊、舌苔厚腻等症状。这类人

群建议少饮酒，尽量不要吃辛辣
食物，多吃苦瓜、马芷苋、绿豆、
赤豆、百合、冬瓜、黄瓜、西瓜等
果蔬。脾胃虚弱者，多与素食生
冷、年老体衰有关，常常伴有容
易困倦、手心苍白、腹痛隐隐、喜
温、舌淡苔白等症状，建议少食
生冷瓜果，适当吃些薏仁、山药、
红枣、核桃仁、洋葱、韭菜等食
物。

陈刚

带状疱疹疼起来给人很大的
折磨，然而大部分的带状疱疹是
疼痛先于出疹，故出疹前的疼痛
往往被误诊。

带状疱疹与水痘同为“水痘-
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尤其是免
疫力低下的人群初次感染后，临
床表现为隐匿性感染。此后，此
病毒进入皮肤的感觉神经末梢，
沿着脊髓后根或三叉神经节的神
经纤维向中心移动，持久地潜伏
于脊髓后根神经节的神经元中。
在各种诱发刺激的作用下，潜伏

的病毒被再次激活，使受侵犯的
神经节发炎及坏死，从而产生神
经痛。同时，被激活的病毒可沿
着周围神经纤维移动到皮肤，在
皮肤上产生带状疱疹所特有的节
段性水疱疹。这就是大部分带状
疱疹患者先只是干疼，后出现疱
疹的原因。

治疗带状疱疹的方法也是多
种多样。西医主要是以抗病毒和
止痛治疗为主，对于免疫功能正
常的患者，每次口服伐昔洛韦
1000 毫克，或泛昔洛韦 500 毫克，

每次 3天，疗程 7~10天；止痛治疗
可以选用口服阿米替林，每晚口
服25毫克，逐渐增加剂量，直至疼
痛控制或达到最大剂量。中医主
要是以针刺和中药治疗为主，其
中针刺疗法具有明显的消炎止痛
作用，亦可选用大青叶或板蓝根
15克，煎水代茶。病情缓解后，水
痘-带状疱疹病毒会在机体免疫
力低下时再度活跃，因此患者应
尽量避免通宵熬夜、酗酒和过劳，
多进行体育锻炼，提高免疫力。

董正邦

菠菜 高钠饮食会使
血压升高，与钠恰恰相反，
钾可以促使肾脏排出更多
的钠，从而缓冲钠盐升高
血压的副作用。并且，研
究也发现，适当多吃含钾
的食物对脑血管有保护作
用。在绿叶菜中，菠菜是
含钾大户。

香蕉 香蕉是最常见
且营养丰富的水果之一，
其高钾低钠的特性，可很
好地稳定血压水平。此
外，香蕉中富含的镁元素
也对血压有调控作用。

红薯 红薯富含膳食
纤维、钾、铁和维生素B6等
营养素，有利于肠胃蠕动，
能使人顺畅排便，从而有
助降低便秘诱发的血压短
期升高。

据人民网

读者林女士问：我今年56岁，患
颈椎病20年，右臂抬不起来，请问中
医中药有治疗颈椎病的办法吗？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脊柱
科副主任医师于杰答：首先，“手臂抬
不起来”不一定是颈椎病引起的，有
很多种可能。建议患者到专科门诊
就诊，明确诊断后再进行治疗。不可
盲目自我判断，以免贻误病情。

临床上大多数颈椎病患者无需
手术，综合保守治疗可获得缓解或治
愈。中医中药治疗颈椎病具有方法
多、疗效明确、简便易行、副作用小等
优势，具体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
用、牵引、理疗、针灸、针刀、推拿按摩
等多种方法。但是，不同类型、不同
时期的颈椎病治疗原则还是要由专
业医师根据病情制定。每种方法只
有合理应用才是安全、有效的，中药
乱服会产生毒副作用，按摩不当也可
能造成症状加重等不良后果。

一般患者应注意以下事项：1.伏
案时间每次 30~60 分钟，避免半躺、
斜卧，避免长时间打牌、打麻将、上网
等；2.枕头软硬适中，枕高约10厘米；
3.注意颈肩部保暖，避免受寒；4.避免
长时间驾车，保证安全驾驶，谨防追
尾等事故；5.避免手持或搬、抬、抛掷
重物；6.做适量运动，如游泳、放风
筝、打羽毛球等，急性期应暂时停止
剧烈运动。 于杰

胃胀气多由消化不
良、胃肠功能失调所致，
多与日常的饮食和生活
习惯有关，出现胃胀气后
应注意饮食调理，少吃甜
品，多吃清淡的食物，积
极锻炼身体。还可选择
一些有行气作用的药食
同源之物，如萝卜、陈皮、
玫瑰花、山楂、生姜等做
成的药膳。

蜜饯橘皮。取新鲜
橘皮500克、蜂蜜200克，
将橘子皮洗净，沥干水，
切成细条状，浸泡于蜂蜜
中腌制一周，当蜜饯嚼着
吃，每日 2~3 次，每次 10
克。

姜汁蜂蜜饮。取鲜
生姜20克、蜂蜜30克，将
生姜洗净、切片，加适量
温开水，在容器中捣烂取
汁，兑入蜂蜜，调匀，上下

午各服一次。对常表现为胃部胀
闷疼痛、喜暖畏冷者的脾胃虚寒型
消化不良尤为适宜。

山楂饮。炒山楂9克，将其研
为细末，加糖少许，用沸水冲服。
本饮具有消食、化积、和胃的作
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弱者
不可久服多服，孕妇切忌服用。

据《生命时报》

此次磁控胶囊胃镜 5G 远程
检查演示成功，正是消化内镜适
宜技术与互联网新技术深度融
合的开端。磁控胶囊胃镜将在
医疗影像、大数据及远程诊疗等
方面持续发力，推进优质医疗资
源共享的广度与深度，助力消化
道疾病防控实现关口前移、重心
下沉。图为令狐恩强教授在盛典
现场指导磁控胶囊胃镜5G 远程
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