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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泻 病 是 夏 季 常 见 病 ，很 多 时 候 ，腹 泻 会

在几天内自愈。但有些腹泻对健康危害巨大，

比 如 8 月 下 旬 ，安 徽 寿 县 保 义 镇 居 民 493 人 陆

续出现发热呕吐、腹痛腹泻症状。据安徽省市

县联合调查组初步调查，判定为志贺菌感染所

引起。

说到志贺菌，人们普遍会感觉陌生，但提起

它的别名“痢疾杆菌”，人们就会觉得熟悉很多。

志贺菌这个名字的由来，源于它的发现者——日

本科学家志贺。志贺菌是革兰氏阴性杆菌中的

一类，在人和灵长类动物的肠道致病菌中最为

常见，是引发人类细菌性痢疾最常见的病原体。

专家表示，志贺菌几乎“无孔不入”，吃了被

污染的自来水冲洗过的瓜果蔬菜、喝了被污染的

生水等，都会造成感染。因此最重要的还是预

防。专家提醒，公众应注意日常饮食习惯，相关

部门也应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和水厂卫生质量管

理，防止食品及水源受到污染。

“志贺菌所引起的急性胃肠道传染病，临床

上称之为细菌性痢疾。主要临床症状为发热、腹

痛、腹泻、里急后重、黏液脓血便等。”天津泰达医

院感染控制科主任郭颖解释，所谓“里急后重”，

即下腹坠胀，排便欲望强烈，但却无法排尽。

“从传播途径看，细菌性痢疾的传染源为急

慢性病人和带菌者，通过消化道传播。”天津市疾

控传染病控制室传染病科主管医师高璐介绍，志

贺菌从粪便排出后，污染食物、水、生活用品或

手，经口使人感染。在流行季节，如果食物或饮

用水被污染，则可引起食物型或水型暴发流行。

“细菌性痢疾发病有明显季节性，通常5月开始

上升，8月到9月达到高峰，10月以后逐渐减少。夏

秋季节发病率升高可能与降雨量多、蚊蝇密度高以

及进食生冷瓜果机会多有关，所以夏秋季节要当

心志贺菌的‘偷袭’。”高璐表示，人群普遍容易感染

志贺菌，很少量的志贺菌就会引起感染，尤其是肠

胃发育不完全的孩子更易被感染。志贺菌感染年

龄分布有 2个高峰，第 1个高峰为学龄前儿童，第 2

个高峰为青壮年，可能与这些人群日常活动中接触

病原菌机会多有关。

志贺菌引起的腹泻对健康危害很大，幼儿感

染志贺菌可引起急性中毒，死亡率很高。每年全

球感染志贺菌的人数高达 2 亿人，有上百万人需

要住院治疗。其中很大部分的致死病例发生在

发展中国家，每年可导致多达 50 万人死亡。

专家告诫，预防细菌性痢疾，要防止水体感

染。这是因为志贺菌在体外生存力较强，可在瓜

果、蔬菜以及污染物上生存 1—3 周，通常温度越

低，志贺菌生存时间越长，特别是它可以在水里潜

藏很长时间，在 37℃水中能存活 20 天，在冰块中

能存活 96天，因此要特别注意用水安全。

人群普遍易感，夏秋季须格外注意

郭颖认为，治疗细菌性痢疾，需要做到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这对于控制疾病、改善症状、

预防并发症极其重要。目前临床上，药物治疗是

针对细菌性痢疾的主要治疗手段。如环丙沙星、

头孢曲松、阿莫西林等许多广谱性抗菌药物对志

贺菌属都可以起到抑制或杀灭作用。

“对于细菌性痢疾，还可以对各种症状进行有

针对性地治疗。”郭颖介绍，比如对腹痛、发烧、恶

心等不适症状，可采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加以缓

解；对于水电解质紊乱、脱水等严重继发性病症，

可采用水电解质平衡调节药物补充体内大量流失

的水分、电解质等物质；对于肠道炎症疾病所引起

的里急后重、下腹胀痛、粪便稀薄等病症表现，伴

随持续、剧烈的腹部疼痛，可使用中成类药剂、抗

胆碱能药物进行治疗，起到缓解症状的效果。

“治疗期间，饮食以少渣易消化的流质或半流

质为宜，忌食生冷、油腻及刺激性食物。注意水、电

解质及酸碱平衡，脱水轻且不呕吐者可给口服补液

盐冲服。”高璐表示，症状较轻的患者在充分休息、

对症处理和医学观察的条件下可不用抗菌药物。

肠道传染病病因多，需要到医院确诊

夏季温度和湿度都较高，8月仍处于肠道传染

病多发期。特别是近期多地暴雨，洪水侵袭，这些

自然灾害可破坏自来水管网系统、下水道系统、污

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堆肥场等，洪水中的细菌、

病毒、原虫、寄生虫等微生物也会随着洪水的传播

而扩散，会使卫生状况变差，以致于发生水源或食

物污染的机会增多，因此，更应该警惕包括志贺菌

感染在内的肠道传染病。

“吃要干净，人要洁净，喝要放心，住要舒心，

病要宽心。”高璐建议，预防肠道传染病关键是食

物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餐具须清洁并消毒后使

用；不吃腐败变质、霉变和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

饭前便后要洗手，尽量用肥皂或洗手液并使用流

动水洗手；若没有流动水时，可使用免洗洗手液。

此外，要注意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

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果

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

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垃圾须放在指定地点，不

乱扔垃圾；及时清理屋内外积水，清除粪便、垃圾，

以减少蚊蝇滋生；如果感觉身体不适时，要及时找

医生诊治；出现发热、腹泻及时就诊的同时，遵听

医嘱，配合传染病隔离。

“良好的个人生活以及饮食卫生习惯，是肠道

传染病的最佳预防手段。”郭颖特别提醒，肠道传

染病高发季节，不宜大办婚丧、喜庆等群体聚集性

聚餐活动。肠道传染病患者要自我隔离，隔离期

间餐具和毛巾等生活用具应单独使用。使用过的

便器及其他物品要进行充分消毒。

8月仍是腹泻高发期，卫生习惯很重要

本报记者 陈 曦 不过，引起腹泻的肠道传染病并不只有志贺

菌一个元凶，目前已知相关病原体有数十种之多，

如引起胃肠型食物中毒的沙门氏菌，引起霍乱的

霍乱弧菌，还有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等等。这些细菌广泛存在于各种家禽的

肠道、内脏和肌肉，各种海产品，以及肠道传染病

患者或带菌者的肠道排泄物中。

“在这些肠道传染病中，霍乱是烈性传染病，

在我国属于甲类传染病。细菌性痢疾在我国被归

为乙类传染病，也属于法定上报的传染病。”高璐

提醒，对于肠道传染病，无论自我感觉是否良好，

都不建议个人自行处理，需要到医院确诊，并进行

正规治疗。如临床医生诊断为甲类及乙类传染

病，则需要按规定进行医学隔离和观察。

随着糖尿病在全球发病率的升高，寻找到关

键有效的预防因素是科学家们努力的目标。在糖

尿病发病过程中，膳食作为关键因素之一，一直被

科学家们长期关注。

记者从西湖大学获悉，该校郑钜圣课题组近

日在糖尿病领域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Diabe-

tes Care）上发表了关于脂肪、肠道菌群与糖尿病

（本文特指 2 型糖尿病）关系的最新成果。研究揭

示，人体肠道菌群在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与

糖尿病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介导作用；膳食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很可能会降低菌群多样性，增加

糖尿病患病风险。

该论文的第一单位是西湖实验室，该实验室

的目标方向之一是代谢与衰老疾病。

一种较常见的多不饱和
脂肪酸

郑钜圣博士长期从事脂类营养与代谢的人

群研究，不久前，他联合欧洲 40 多

位营养学家证明多摄入水果蔬菜有

利于预防糖尿病。此次在《糖尿病

护理》上发表的关于糖尿病的研究，

郑钜圣团队则着眼于脂肪与糖尿病

的关系。

据介绍，人类肠道菌群被认为与

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有密切关联，但

是目前很少有人探索过人类的肠道

菌群在多不饱和脂肪酸代谢与糖尿

病关系中的作用。郑钜圣团队与合

作者深入研究了膳食的 n-6 多不饱

和脂肪酸摄入及其血液生物标记物

与糖尿病的关系，以及肠道菌群在其

中所起的作用。

什么是 n-6多不饱和脂肪酸？

研究团队解释说，尽管它的名字听起来很陌

生，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有机会接触

到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它广泛存在于食用油

中，例如葵花籽油和玉米油。在过去几十年的时

间里，全球人群关于 n-6 脂肪酸的摄入量呈现快

速增长的态势。

因此，在膳食因素中，n-6 多不饱和脂肪酸

与 人 体 健 康 的 关 系 成 为 科 学 家 关 注 的 热 点 问

题。有部分学者提出 n-6 脂肪酸的代谢参与了

糖尿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

存在争议。

郑钜圣团队与合作团队 2008 年—2013 年间

招募了约 4000 名广州城市中老年居民（45—75

岁），并且每 3 年对这些招募者进行一次跟踪随

访。通过约 6 年的随访，团队收集到了约 2000 人

的粪便样本，从而进行测序分析肠道菌群组成。

同时，该项研究也收集了人群在基线和随访

过程中的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以及用药、饮食问

卷等信息，来分析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血液生

物标记物与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食用油的摄入可能影响
肠道菌群

通过约 2000人的样本调查，研究团队发现，经

过前瞻性队列研究，n-6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血液

生物标志物之一——γ-亚麻酸与糖尿病患病风

险呈现正相关，与肠道菌群多样性呈负相关。在

评估未来糖尿病发病风险时，应该联合考虑膳食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 n-6 脂肪酸代谢过程中

的关键标记物如γ-亚麻酸的水平。

同时，研究也得出膳食 n-6 脂肪酸与肠道菌

群多样性、糖尿病之间的关系：膳食 n-6多不饱和

脂肪酸很可能会降低菌群多样性，提高糖尿病患

病风险，这个结果侧面印证了其血液代谢物γ-亚

麻酸与菌群及糖尿病的关联。

根据以上结论，研究团队认为，在中国人群

中，过多的 n-6 脂肪酸摄入（食用油是重要来源）

很可能会在不好的方向上影响肠道菌群结果，从

而导致糖尿病风险的提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可以替代性地摄入富含 n-3脂肪酸或单不饱和脂

肪酸的食用油（如菜籽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等）。

不过，专家提示，这个假说还需要更多其他人群队

列研究来进行验证。

研究团队介绍，该研究首次把 n-6 脂肪酸血

液代谢物γ-亚麻酸与肠道菌群以及糖尿病三者

联系起来，来判断 n-6 脂肪酸与糖尿病之间的关

系。相比欧美人群，亚洲人群与糖尿病相关的代

谢和生活特征存在一定差异，但是目前尚无基于

中国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来阐述 n-6脂肪酸血

液生物标记物与糖尿病之间的关系，郑钜圣课题

组的此项研究也补充了中国人群在该领域的表现

特征。

通过研究分析粪便、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科学家发现——

过量食用玉米油或增加糖尿病患病风险
本报记者 刘园园

新华社讯 （记者陈宇）近日一项由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

主导的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菜、卷心菜和抱子甘蓝等十字花科蔬

菜的老年妇女主动脉上钙大量积累的可能性更低，这也意味着她

们患上中风、心脏病的风险更低。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营养学杂志》双月刊上发表报告

说，他们观察了 1998 年招募的 684 名西澳大利亚州老年妇女的

研究数据。结果发现，这些妇女中每天摄入超过 45 克十字花科

蔬菜的人，其主动脉上钙大量积累的可能性比那些每天不食用

或很少食用这类蔬菜的人低 46％。主动脉血管壁上钙大量积累

是结构性血管疾病的重要标志，也是导致中风、心脏病发作的主

要原因之一。

主导该研究的伊迪斯考恩大学劳伦·布莱克肯霍斯特博士解

释说：“十字花科蔬菜中富含的维生素 K可能与抑制我们血管中发

生的钙化过程有关。”他同时表示，为了维持身体全面健康，人们还

需每天进食多种蔬菜，而不仅限于十字花科蔬菜。

食用十字花科蔬菜

或有益血管健康

新华社讯（记者屈婷 陈弘毅）国家医疗保障局 8月 26日在官

网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就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个人

账户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已有 20多年历史的职工医保制度，实行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目前，我国职工医保参保人数约 3.29亿人，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 8276 亿元。个人账户在职工医保制度

改革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对于参保人门

诊保障不充分、共济保障功能不彰显的弊端逐渐显现，是新一轮医

保改革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根据征求意见稿，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破冰”的关键点在

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依然保留，但增强了门诊共济保障功能。其

中包括 3 项核心举措：一是建立完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共济保障

机制，如普通门诊统筹覆盖全体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支付比例从

50%起步等，还将逐步扩大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范

围；二是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各有调整办

法，具体标准由各省级医保部门指导统筹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加以

确定；三是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参保人本人扩大到职工本人

及其配偶、父母和子女，支付范围扩大为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

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并探索用来支付配偶、子女、父

母参加居民医保等个人缴费。

此次改革也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的意见》之举。作为新一轮医保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意见

提出，逐步将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医保专家指出，根据征求意见稿体现的改革思路，改革后的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现有的钱不变，当期新计入个人账户的钱会“减

少”，但“减少”部分其实是转化为加强门诊保障。事实上，由于门

诊医疗费用报销水平提高，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拓宽，参保人的整

体保障水平是提高的，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将进一步提升。

目前，北京、上海、浙江、广州、青岛、厦门等地已相继开展了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与门诊费用统筹的探索。中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宗凡说，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这

一过程，将逐步推动参保人在基层医疗机构定点就医、按人头付费

等，有助于从源头上激励基层医生、促进基层健康和慢病管理的开

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改革意义不仅在于提供更好更公平的

门诊保障，更为医疗保险促进健康管理打开了一扇关键之门。

职工医保迎三大变化

个人账户可支付家人医疗费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星）近日，2019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

值与 2019 年度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STEM）发布。与往年相

比，2019年度 STEM 评价注重标志性成果质量，进一步区分并提高

“高质量论文”权重。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表示，评价

更加注重临床研究，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还专门建设了中国临床

指南数据库和被国际权威指南引用的论文数据库，并将数据库中

的信息作为 STEM 的评价依据。

此外，中国医科院还建立了三级数据监督与管理机制，力求数

据准确。在医院 STEM 评价中，重点关注高被引科学家和高被引

学者等体现国际影响力的直接指标，删除部分人才类间接指标。

在医学院校 STEM 评价中，纳入临床研究项目、聚焦医学院校综合

科研实力，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奖项”“唯职称”“唯学历”等

评价弊端；以科研诚信为导向，常态化开展学术不端监测，并在评

价中给予高权重体现。

医院和医学院校 STEM 通过标准化的指标体系量化评价，对

国内医院和医学院校（不含军队医院和医学院校）的科技创新水平

进行量化评价，以促进医学科技成果临床转化，不断提高医疗和医

学教育质量和水平。

据介绍，此次评价涵盖全国 1633 家医院和 107 所独立医学院

校和设立医学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北京协和

医学院分别排名第一。

提高“高质量论文”权重

医院和医学院校科技量值发布

志贺菌感染夏季多发志贺菌感染夏季多发
有效预防需把好食品和水源关有效预防需把好食品和水源关

一般人认为，志贺菌感染的诊断比较容易，以

为出现腹泻便可诊断为志贺菌感染，实际上很多

疾病可出现腹泻，有腹泻者不一定是感染性腹泻，

更不一定是志贺菌感染。

专家表示，在传染病领域内，志贺菌感染的误

诊率较高。因此，诊断志贺菌感染一般可以通过

以下手段进行检查。

血象。急性志贺菌感染常有白细胞增多；中

性粒细胞增多，核左移，慢性病例有轻度贫血。

粪便检查。流行季节有腹泻或有肠道功能紊

乱者，都应该进行粪便检查。

快速病原学诊断，包括免疫荧光菌球法，增菌

乳胶凝集法，协同凝集试验，免疫艳蓝染色法，可

以快速从粪便中获得阳性结果，对志贺菌感染的

早期诊断有一定帮助。

单克隆抗体点免疫结合夹心法（DIAB）及反

向间接血凝法。

DNA 探针法。有人采用碱性磷酸酶标记的

探针和粪便标本进行杂交，早期阳性率可达 85%，

较常规培养阳性率 56%显著增高，增加了早期诊

断阳性率。

X 线检查。慢性志贺菌感染进行钡餐或钡剂

灌肠，可见肠道痉挛，袋形消失，肠壁增厚，肠腔狭

窄及肠段缩短等改变。

志贺菌感染有哪些检查手段

志贺菌几乎“无

孔不入”，吃了被污

染的自来水冲洗过

的瓜果蔬菜、喝了被

污染的生水等，都会

造成感染。因此最

重要的还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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