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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季，小龙虾乘风破浪地占据了大家的

餐桌。有人说没有小龙虾的夏天是不完整的，不

过有些人要度过“完整”的夏天可得当心。前不久

有一位江苏的姑娘，吃完小龙虾后出现了过敏症

状——全身起荨麻疹、心慌、呼吸困难，被紧急送

往医院抢救！

食物过敏现象现在越来越普遍，轻则影响生

活质量，重则威胁生命健康。在 7月 8日世界过敏

性疾病日到来之际，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变态反

应科负责人、中华医学会天津变态反应分会副主

任委员刘瑞玲表示，食物过敏从婴儿到年轻人，再

到老年人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食物过敏会危及

生命。目前治疗食物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找

到过敏原并远离它。

“食物过敏是指正常进食引起的身体异常免

疫反应。”刘瑞玲解释，当非身体的“异物”闯入的

时候，人体的免疫机制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来“消

灭”入侵者。大多数人吃下各种食物的时候，人体

会把它消化、吸收，不会当作“敌人”。但对于过敏

体质的人来说，当食物中的某些成分第一次进入

时，人体经过一系列“辨认、甄别”等连锁反应后，

产生了一种对某种特殊过敏原过敏的特异性免疫

球蛋白 E抗体（IgE）。等到下一次这种食物再次光

临，IgE就会启动相应的“反恐机制”来应对。这种

“小题大做”的反应，还会产生一些物质如组胺、白

三烯等，引起人体局部或全身反应，并可能会导致

组织器官的功能损害，这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过

敏反应。

“食物过敏，症状轻微者会突发嗓子痒，皮肤

出现潮红、荨麻疹，口唇肿胀等；严重者则会引起

急性哮喘、喉头水肿、血压下降、过敏性休克等危

及生命的反应。”刘瑞玲说，这些症状不一定全部

都发生。发生的时间则可能是吃下导致过敏的食

物后立刻发生，也可能会晚两个小时。

理论上，任何食物都能导致过敏。翻开长长

的“食物过敏清单”，有超过 400多种食物能够引起

过敏。对于中国人而言，主要的致敏食物有牛奶、

鸡蛋、坚果（如榛子、杏仁、胡桃等）、大豆、小麦、海

产品（如螃蟹、虾、鱼、贝类等），还有一些蔬菜水果

如芹菜、西红柿、桃、樱桃、苹果等。

虽然食物过敏可以发生于各个年龄段，但是

不同年龄段，引起食物过敏的过敏原不尽相同。

其中 0—3 岁的婴幼儿 62%的食物过敏首因是牛

奶；4—9岁的儿童 59%首因是水果蔬菜；10岁之后

的青少年及成人组，小麦诱发过敏性休克跃升首

位，且随年龄增长占比不断攀升。

刘瑞玲解释说，引发过敏的因素很多，其中

最主要是过敏原的刺激，此外感染、气候变化、

情绪、运动，甚至是女性的妊娠等都会引发过敏

反应。

免疫机制误认食物是“敌人”

“需要强调的是，引起食物过敏的食物本身没

有任何问题，都是平常富含高蛋白、有营养的食物，

产生过敏反应是由于自身的过敏体质造成，这和食

物中毒有着本质的区别。”刘瑞玲介绍，食物中毒是

由于食入的食物本身被细菌或细菌毒素污染，也可

能是食物含有毒素而引起的急性中毒性疾病。

引起食物中毒的细菌主要有沙门氏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致病性大肠杆菌等。这些细菌及毒

几粒芝麻就可能致人死亡

就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食物过敏还是“不治

之症”。刘瑞玲提醒，一旦确诊对某种食物过敏，

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避免吃这种食物以及任何含

有这种食物成分的食物。为保证营养均衡，可选

择替代食物，如对牛奶过敏的患儿，可以用水解配

方奶粉或氨基酸奶粉代替牛奶。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一些细节，避

免过敏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

科的医生曾报告过我国 15 例“吃面食以后运动

诱发的过敏性休克”病例，这种病在医学上被称

为“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过敏性休克”。而其他

国家也有因食入面食后运动而诱发的过敏性休

克病人。

因此，专家表示，对小麦过敏者，进食面食后 6

个小时以内避免运动，以免发生食物依赖运动而

引发严重过敏反应。

此外，装过致敏食物的容器，再盛装其他食物

的话，也可能“污染”后来的食物，使之含有过敏

原，最终导致食物过敏。

“目前有人通过传统的‘免疫疗法’来‘脱敏’。

具体来说，就是从少量开始，给患者吃导致过敏的

食物，然后逐渐增加剂量，以慢慢达到‘脱敏’的效

果。”刘瑞玲介绍，这种方法在治疗食物过敏上有

成功的案例，不过它看似操作简单，其实有很大的

风险，毕竟可能很小剂量的过敏原就会引发严重

过敏反应。所以食物过敏患者千万不要在家自行

“脱敏”。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过敏反应组织均推荐对

花粉、螨虫过敏者的治疗，可以逐渐将过敏原通过

注射或舌下含服让其进入患者体内，待身体逐渐

适应后，就不再对这种物质过敏了。”刘瑞玲表示，

目前这种舌下含服或注射等方式，还没有在临床

上应用于食物过敏的治疗。此外，有研究者开发

了一种生物制剂，旨在抑制 IgE和过敏原蛋白的结

合，从而减轻过敏症状。

还有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开发不含过敏原的食

物，如通过生物技术改造，在食物从 DNA 到生成

抗原过程中的某一步进行操作，让最后合成的物

质失去“作恶能力”。不过，这种方法的难度在于，

食物中的过敏原很多，让每一种都“保持沉默”需

要进行太多的“基因修饰”，改造后的食物还能不

能吃让人心存问号。

要注意日常生活的细节

本报记者 陈 曦 素刺激肠蠕动，产生肠痉挛，使人出现腹泻、腹

痛。若毒素入血，患者还会出现发热、头晕、全身

不适、酸中毒、昏迷等情况。

毒蘑菇中的各种毒素、发芽土豆中的龙葵碱、

金针菇氧化产生的二秋水仙碱、未炒熟的四季豆

中含有的皂苷等有毒物质，也会引起食物中毒。

人们往往会谈“毒”色变，殊不知，严重的过敏

反应比“中毒”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一口花生

酱、几粒芝麻就能置人于死地。”刘瑞玲介绍，曾有

过这样的案例，一个 18 岁的英国男孩对乳制品极

度过敏，事先已告知餐厅不要使用乳制品入菜，但

是餐后一个小时，男孩还是死于食物过敏，后来才

发现烤鸡的配料里含有乳制品成分。还有一个 15

岁的英国少女，在机场吃了含有芝麻的长棍面包

后过敏死亡。

中国过敏性休克诱因研究报告显示，成人严

重过敏反应的发病率显著高于儿童，68%的严重过

敏反应发生在 18—50岁。在诱发过敏性休克的原

因中，食物诱因占 77%。在诱发过敏性休克的食

物清单里，小麦占到总诱因的 37%；水果/蔬菜排

第二，占到 20%；随后是豆类/花生占 7%，坚果/种

子占 5%。

严重食物过敏患者如果误食引起过敏的食物

怎么办？对此刘瑞玲表示，在国外，很多确诊为严

重食物过敏的人，都会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

笔。根据相关指南建议，紧急情况下，肾上腺素肌

肉注射为食物过敏症的首推抢救方式，而不是激

素和抗过敏药。

令人痛不欲生的带状疱疹，在我国终于有疫苗可用了。

近日，国际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GSK）宣布，带状疱疹

疫苗欣安立适在中国正式上市，用于 50 岁及以上成人预防带状

疱疹。

据介绍，这是一种重组亚单位佐剂疫苗，分两剂肌肉注射。它

是我国快速引进的境外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之一，也是目前国

内唯一已上市的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这种疾病与水痘有关

带状疱疹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民间俗称“腰缠龙”。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跟水痘有什么

关系？

“带状疱疹确实跟水痘有关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

科主任徐金华介绍，初次感染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往往是儿童

或未成年人，主要表现是水痘。水痘缓解以后病毒并没有离开人

体，而是在体内潜伏下来。常常潜伏在一些神经节，头面部多见于

丘脑神经节，躯干部往往潜伏于背根神经节。

徐金华介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人体内潜伏以后，可以很

长时间不发病，等人的年纪大了，免疫能力下降后，病毒就又被激

活并引起感染。

“这次感染跟第一次感染完全不一样，病毒感染引起的皮肤损

害可能有限，但是症状却非常严重，很痛，甚至可能会彻底打乱老

年人的幸福生活。”徐金华说。

徐金华介绍，带状疱疹除了会在身体单侧出现成群的水疱，令

人饱受皮疹之苦外，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会导致

灼烧、电击、刀刺般疼痛，急性期疼痛可能比分娩阵痛、慢性癌痛等

都更为严重，扰乱患者睡眠、情绪，影响工作和日常生活，甚至可导

致精神障碍和抑郁。

50岁以后发病率升高

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傅传喜介绍，带状疱疹在

全世界范围广泛存在，在每个国家的发病水平不太一样。

据估计，大约 1/3的人在一生中会患带状疱疹。有研究推断，

我国 50岁及以上人群每年新发带状疱疹病例约为 156万人。

“年龄增加导致免疫功能低下是发生带状疱疹的主要诱

引。”傅传喜介绍，家族史、慢性病和免疫抑制疾病等也是重要的

致病危险因素。50 岁及以上人群的带状疱疹发病率随着年龄增

加而增加。

为何 50岁成了分界线？

徐金华分析，从免疫学研究来看，儿童时期感染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以后，机体产生了免疫力，可以保持人体很长时间免受带状

疱疹的困扰。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保护力度逐步下降，到 50

岁以后明显下降。所以，50 岁以后，人体缺乏特异性的针对这种

病毒的免疫力，一有其他突发因素，就容易出现带状疱疹。

接种疫苗是有效预防措施

“带状疱疹可以引起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傅传喜介绍，它可

以引起很多并发症，即使没有并发症的带状疱疹也会引起疼痛和

神经损伤，依然会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据统计，美国每年与带状

疱疹相关的医疗支出是 10亿美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由于国内缺少对该病有效的

预防和治疗手段，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将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列入首

批 48个临床急需新药，加快审评审批进程。

徐金华介绍，带状疱疹前驱期无皮损仅有疼痛时诊断较为困

难，且目前带状疱疹治疗方法有限，因此，接种疫苗是预防带状疱

疹的有效措施。

“中老年人感染性疾病发病风险高，疾病负担重，重组带状疱

疹疫苗是国内目前唯一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的疫苗。它的快

速引进和上市，对维护中老年人的健康功能和提高中老年人健康

水平有重要意义。”北京市预防医学会会长邓瑛说。

据了解，7月初，北京、上海地区开始接种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有社区医院接种或线上 App预约接种两种方式供选择。

年龄大怕“腰缠龙”？

带状疱疹疫苗了解一下

本报记者 刘园园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高翔）记者近日从武汉大学

获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通过对 48例新冠肺炎危重患者进行下肢

深静脉血栓的筛查和临床研究，发现深静脉血栓在新冠肺炎危重

症患者中的发生率高达 85.4%，深静脉血栓的广泛形成可能是该

类患者死亡或者预后不佳的重要原因。研究成果日前在全球心血

管杂志《循环》在线发表。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脊柱与骨肿瘤外科蔡林教授课题组，对在

该院和雷神山医院重症病房治疗的 48 例新冠肺炎危重患者进行

了分析研究，除 1名患者有抗凝禁忌症外，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每日

一次皮下低分子肝素注射的常规抗凝治疗。但即便在药物血栓预

防的条件下，仍然有 41例患者（占比 85.4％）被检测到有下肢深静

脉血栓，其中 36 例（75％）位于远端静脉，5 例（10.4％）位于近端静

脉。所有患者均表现出异常的炎症指标水平。在接受机械通气的

29例患者中，有 18例进行了气管插管治疗。

严重感染和炎症可能是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深静脉血栓发生的

重要因素。此外，卧床制动、机械通气和静脉置管等可能都是导致

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血栓形成的高风险因素。

此次研究成果率先在国际上报道新冠重症患者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高发生率，为未来更深入地研究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原因和致

病机理提供了新的方向，也对目前全球范围内仍持续蔓延的新冠肺

炎，尤其是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超80%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康复遇阻

食物过敏危害不亚于毒素食物过敏危害不亚于毒素
远离源头是最好治疗方法远离源头是最好治疗方法

（上接第五版）
心理干预队伍基本都能根据自身条件和需

要，有序地介入防控工作；按照从医护人员、重症

患者到轻症患者、后方救援者等重点人群的分级，

分类采取干预措施。

全国精神卫生、心理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

业人员参与了各条战线的心理援助。据不完全统

计，仅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期阶段，全国各地就

派遣了约 420 名精神科医护人员或心理健康专业

人员援助湖北省抗疫工作，开通了至少 476条心理

援助热线（另有 11 条针对医护人员的心理援助热

线）和至少 7个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

除卫生系统外，教育、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部

门也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开展了大量社会支持、

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挥部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要高度重视相关群体的

心理健康，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等工作：

——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有针对性做好

人文关怀；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群众心理疏导；

——把生活保障、医疗救治、心理干预等工作

做到位，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的心理疏导

工作……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

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

此时已经没有国外“导师”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抄。

在高层的部署下，面对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

中国在心理援助领域的探索与创新显得弥足珍

贵。祝卓宏说，本次抗疫有很多成功案例，如针对

不同人群制定分级分类疏导和干预策略，并组织

专业人员贯彻落实；武汉一些方舱医院内各具特

色的医患互动；全国超大规模的线上心理咨询与

危机干预；权威专家（如钟南山、张文宏等）及时答

疑解惑产生的心理疏导效应……

与此同时，互联网、大数据、智能辅助决策等

先进技术成为心理援助的工具。人工智能心理机

器人上线。

中科院心理所团队为武汉一线 550 余名医护

人员建立互助微信群、推送自助安心训练营开展

自评和自主干预、发放情绪手环进行情绪监测。

“我们在武汉也看到很多积极的变化。在康

复门诊做调查时，绝大部分患者不抗拒，有的还主

动问能不能把问卷发到病友群里，还有康复者听

说发放情绪手环，就诊的时候特意来领。”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情绪手环，是一种基于可穿戴多模态生理信号

的获取设备，可以获取佩戴者运动心率、24小时连

续心率、静息心率、血氧饱和度、睡眠监测、运动数

据等，实时监测情绪愉悦度与唤醒水平，创建了针

对此次疫情的多技术融合的心理援助模式。

作为一个互联网医院在线诊疗平台，微医在疫

情期间和祝卓宏团队的合作做了一个有益的示范。

“电话热线有其局限性，一条热线一般一二十

个、最多一百多坐席，管理起来很复杂。这次在微

医平台开展的‘微心战疫’有 2000 多人同时在线，

心理咨询师实行‘抢单式’，对求助的人进行心理

援助。”祝卓宏说，目前“微心战疫”对 5000多人进

行了心理援助、七八万人完成了线上测评，这让他

感叹未来一定是“互联网+”心理援助。而在未来

的社会治理中，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注定不可

或缺。

告别找人找钱的“化
缘”窘境：联防联动应是常态

“我国心理援助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张侃

直言。

从政策和立法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

卫生法》虽对心理援助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该法缺

乏后续配套的规范文件，与前述相关法律法规之

间没能有效衔接补充。

有专家分析，《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中，未明确如何纳入心理援助的分级响应，导

致本次战“疫”中，虽然各级政府指挥机制纳入并

组织了这项工作，但与其他有法可依、有预案可循

的领域相比，心理援助总体上仍显得有些仓促和

单薄。

此外，心理援助工作也面临要四处“化缘”的

窘境。

好的变化在不断发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国家卫健委和民政部都已安排疫情后心理

援助的专项经费。张侃认为，在心理援助的正规

化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例如训练有素的人才队

伍、培训材料、经费等，可以按不同灾难类型打包

准备好，一有情况可以立即启动，而不用一事一

议，或是以项目形式来申请。”

业内人士分析，法律和政策的原则性要求缺

乏配套和衔接，操作性不够，心理援助工作在平

时受到的重视也相应不足。“多年来，我国历经多

次重大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在管理上几乎都是临

时性组织制定指导文件或技术资料。”祝卓宏说，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家卫健委虽然积极

组织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指导文件，但在第

一时间，我国在包括公众心理疏导、分级分类心

理救援和干预、心理重建等领域，并无一套现成

的、系统的、“捡起来擦擦灰”就能用的预案和技

术资料。

“如何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如何补齐心理援

助体系的短板，建设长期有效的组织体系，是一

项重要课题。”祝卓宏还强调了“联席制”的重要

性。重大灾害发生后，通信、交通、电力、民政、公

共卫生、心理危机干预等力量，都要紧急联动，进

入战斗状态。

除了找钱，找人更迫在眉睫。

“目前心理援助工作中最大难题是招募合格、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乔志宏说，为了保证队伍质

量，参与北师大服务平台工作的志愿者优先考虑

受过临床训练和有过咨询心理学学历教育的专业

人士。所有咨询师均经过北师大心理学部专职老

师的严格筛选，大部分接受过北师大心理学部的

研究生学历项目培养，少部分咨询经验丰富、咨询

小时数超过 300。

“ 我 们 也 想 拓 宽 志 愿 者 的 来 源 ，但 短 时 间

内 很 难 考 核 和 衡 量 他 们 的 专 业 水 平 。”乔 志 宏

说，此前心理咨询人员的职业资格认证有两条

途径，人社部的心理咨询师和中国心理学会临

床 与 咨 询 专 业 人 员 注 册 系 统 。“现 在 前 者 取 消

了，而后面这个注册系统里登记人员不到 2000

人，我们亟须以职业胜任率来建立职业标准。”

乔志宏说。

“没有特别规模化的培养为心理健康服务的

学历教育人才，这是目前最需要改进的。”乔志宏

分析，没有本科、硕士层次的大规模学历人才培

养，靠业余的短期培训来提高队伍的素质是不可

能的，效果有限，培养成才率很低，“所以要想在未

来类似的危机事件中能够迅速组织专业的队伍，

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才的学历

化教育”。

推动政策的不断完善，探索心理援助手段的

本土化创新，中国心理援助前行之路也在继续。

眼下，武汉这座城已经重启，北京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趋稳向好。

但有报告称，新冠病毒大流行或导致全球心

理健康危机。受伤的人们仍在竭尽全力闯过心

“劫”。

愿每一颗受伤的心，都带着爱与希望继续前

行。这是心灵“补”手们未变的志愿。

食物过敏是指正

常进食引起的身体异

常免疫反应。当非身

体的“异物”闯入的时

候，人体的免疫机制

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来“消灭”入侵者。它

轻则影响生活，重则

威胁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