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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完最后一位患者，甘照宇看了下时间，已

接近傍晚 7点。

“一个下午，15个预约号，还有几个加号的。”甘

照宇计算着病人数量。他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其医院在广东省梅州市设有分

院——粤东医院，这是他第6次到粤东医院出诊。

“今天接诊的患者，有几位是初、高中生，都是抑

郁症患者。有的是拖延了很久才来看的，耽误了病

情，可惜。”提起患者，他十分痛心，“生病了却讳疾忌

医，归根到底是国人对抑郁症缺乏科学的认知。”

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

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目标是到

2022年，在试点地区初步形成全民关注精神健康，

支持和参与抑郁症防治工作的社会氛围。公众对

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 80%，学生对防治知识

知晓率达 85%。“《方案》出台具有积极意义，表明了

社会对抑郁症的正视，有助于提高大众的认识和重

视。”10月16日，甘照宇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多年在临床实践一线工作，甘照宇观察到，无

论是认知还是就医，大众对精神医学都有着急迫

的需求。

“很多人一方面以为到精神科看抑郁症的，不

是疯就是傻，将抑郁症等同于精神病，患者也容易

产生病耻感；另一方面，病患及家属对用药想法

多，不是担心副作用大，就是觉得不吃药都能好，

这些错误认知都影响到患者能否得到早期诊断。”

这几年，甘照宇一直坚持做科普，希望唤醒大众对

抑郁症的科学认识。

西方称抑郁症为“心灵感冒”。主要表现出心

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睡

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

的念头或行为。“像今天因被老板骂了一顿，心情

压抑此类的短期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节缓解

和消除的，不用担心。”甘照宇指出，当以上症状多

个出现且持续存在 2 周以上，有可能已患上抑郁

症，那就要到医院做进一步诊断了。

“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其实是大脑生病了，

这种病与懒惰无关，与矫情无关，也不是想开一

点，或是坚强一些就可解决。但这种病通过专业

治疗是能康复的。”甘照宇特别强调一要早期诊

断，二要科学精准用药。

与大众对抑郁症不理解相伴的是，我国抑郁

症就诊率和治疗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抑郁症不像

骨折，通过 X 光检查就可清楚诊断，到目前为止，

抑郁症的诊断和康复仍没有一个较好的指标。”甘

照宇接诊的病例中，不乏吃药多年，但病情仍得不

到改善的情况。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显示，我国抑

郁症患病率达到 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 4.98%。

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 581万人。与巨大的心理健康需求相比，我国精

神科医生不超过5万名，缺口仍很大。此外，我国综

合医院设立的精神心理科，尚属于一个新生力量，

在学科建设、专业医生培养方面，政策的支持仍较

弱，精神卫生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的问题突出。

《方案》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因此提出到 2022

年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 50%，治疗率

提高 30%，年复发率降低 30%。加大对非精神专科

医院医师的培训，非精神专科医院的医师对抑郁

症的识别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 50％。

错误认知影响早期诊断

存在耐药性、药物毒性等问题，且无法完全逆

转已遭破坏的骨质——现已应用的常规抗骨吸收

药和促骨合成代谢药尚有若干缺陷，对于脏器功

能日渐衰退的老年人而言，很难承受全程的治疗，

制约了常规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整体效果。

在 10月 20日世界骨质疏松日到来前夕，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主任范顺武教授

联合浙大化学系唐睿康教授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

杂志《美国化学会志》（JACS）发表了一项研究成

果。通过一种新型纳米材料，可使小苏打（碳酸氢

钠）能靶向吸附在骨表面，抑制破骨细胞，从根本

上预防骨质疏松。团队通过小鼠骨质疏松模型的

体内实验证明其能安全、智能地抑制破骨细胞的

骨破坏。

侵噬骨头的“白蚁病”亟待根治

骨质疏松症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骨密度和

骨质量下降的一种老年骨病，随着我国社会老龄

化程度加速，其发病率愈来愈高。2018年，国家卫

健委首次发布中国居民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 40—49 岁人群骨质疏松患病

率为 3.2%，50 岁以上人群为 19.2%，65 岁以上则达

到 32%。我国中老年人骨骼健康问题严重，低骨

量人群庞大，其中女性尤为严重。

“年轻人也应早重视早预防。膳食不平衡、长

期静坐、吸烟酗酒、日照过少等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会影响基础骨量的积累，步入中老年后骨量更

易流失。”上述研究论文第一作者、浙江大学邵逸

夫医院骨科主治医师林贤丰介绍说，保守估计我

国骨质疏松症人群已经接近 9000万。

现有研究认为，骨质疏松的首要病因是破骨

细胞异常激活，而破骨细胞分泌的“酸”被认为是

破骨细胞骨破坏的关键起始因素，是其降解骨组

织的必要前提。

“如果将人体骨头比成一棵大树，那么破骨细

胞就是大树中的白蚁，一旦白蚁的活动因为各种

原因而变得活跃，那么即使是参天大树，也会因长

期蛀蚀而倒塌。”范顺武解释道。

目前临床上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主要药物，通

过集中对破骨或成骨细胞生物学的调控达到抗骨

吸收和促骨合成代谢的目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缓老年人的骨量丢失，却没有从源头上扼杀破骨

细胞形成的外部酸环境这一关键初始步骤。

“因此，现有的药物无法完全逆转已经发生了

的骨质破坏，同时非骨选择性给药还会导致脱靶

和其他脏器毒副作用。”范顺武表示，这一系列问

题导致目前临床上骨质疏松治疗效果不佳。

酸碱中和后制成“生物铠甲”

令人惊叹的是，小苏打与酸反应，消耗氢离

子，产生二氧化碳——人们在中学阶段就能学到

的“酸碱中和反应”，被研究团队解锁了新的应用

方式。

据介绍，破骨细胞虽然是骨质疏松的祸源，但

是许多研究表明，它在泌酸之前作为“前体细胞”

却对骨形成、血管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对破

骨细胞的精准靶向抑制十分重要。

研究团队开拓性地采用酸碱中和的基本化学

原理，将无毒无害的小苏打（碳酸氢钠）包载到了

一种安全的纳米胶囊（脂质体）中，并通过表面搭

载了具有骨结合力的四环素使其能靶向吸附在骨

表面，当破骨细胞进行酸分泌破坏骨组织时，即刻

释放碳酸氢钠，抑制破骨细胞的功能，达到从根本

上预防骨质疏松的目的。

唐睿康解释，通俗地讲，小苏打碱性脂质体材

料进入体后，会为骨形成碱性“生物铠甲”，维持骨

局部微环境的酸碱平衡。

林贤丰介绍，这层铠甲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

“软猬甲”，它对普通细胞并无干扰，但对于破骨细

胞这样主动进攻骨组织的细胞具有智能和长效的

防御效果。

研究充分证实在动物体内，碳酸氢钠脂质体

材料可全面阻止骨质疏松小鼠的破骨细胞分泌酸

性物质、溶蚀骨头，并通过微 CT 等一系列观察手

段确认了其能预防性地阻止骨量的丢失，使骨量

保留达到近乎正常健康水平。

“我们同时确认了该研究对小鼠全身主要脏

器和骨组织中非泌酸细胞（成骨细胞、软骨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等）的安全性。”林贤丰说。

“研究用到的新型智能材料不是什么稀缺物

件，它使用的关键合成原材料如碳酸氢钠、脂质

体、四环素等均是已在临床长期广泛应用的安全

性物质。”范顺武认为，这是争取成果投入临床应

用的有利条件。

“该研究通过针对破骨细胞的精准和智能作

用，为新型纳米药物治疗骨质疏松开辟了全新思

路。”林贤丰表示，总体来说，这项研究展示了良好

的临床转化前景，遵循了我们一向推崇的“来源于

生物”的治疗理念。

中老年人骨骼健康问题严重，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为 32%

小苏打搭载纳米胶囊，可击退骨质疏松致病元凶
洪恒飞 李文芳 本报记者 江 耘

防治防治““心灵感冒心灵感冒””
科学认知是第一步科学认知是第一步

本报记者 叶 青

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7年发布的一份抑郁症全

球统计报告显示，从2005年至2015年10年期间，全

球受抑郁症影响的人数增加了18％。2015年全球超

3亿人受抑郁症困扰，约占全球人口的4.3%。其中中

全球超3亿人受其困扰

国的抑郁症病例占到全国人口的4.2%。

为什么抑郁症越来越常见？

甘照宇指出，这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在温饱都成问题的阶段，谁会去关心心理健康

呢？以前好像不存在的抑郁症，并不是突然就暴

发了，而是我们开始正视它了”。

《方案》中将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群、高压

职业人群列为重点人群。其中对于青少年人群，

要求中学、高等院校均设置心理辅导（咨询）室和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将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学、高等院校所有学生的必

修课，每学期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授课。

“青春期刚好处于生理和社会心理的双重转

折点上，此时遇到的各种矛盾或者同伴间的竞争，

都会从心理上给青少年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压力。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可为青少年梳理心理压力，并

评估出有抑郁倾向的孩子，及时干预，帮助其顺利

度过青春风暴。”甘照宇说。

孕产妇由于产后体内激素的急剧改变，加上

社会角色的转变，特别是当母亲后所面临的职业

生涯挑战，增加了其患产后抑郁的风险。老年人

最大的问题在于面临更年期社会角色的改变，类

似于另一版本的“青春期”，一旦过渡期适应不良，

容易出现抑郁情绪。现代工作压力大，长期处于

高压行业的人群，比如公务员、金融从业者等，容

易感到身心俱疲，出现心理疲乏，发展成焦虑、抑

郁的可能性也极高。甘照宇表示，及时识别这些

高危人群，及时让专业医生介入，是加大对高危

人群干预力度的关键。

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 20 万人因抑郁症

自杀，抑郁症或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

大疾病。“确实有患者因患抑郁症而自杀，但不能

简单认为患上抑郁症的必然结果就是自杀。”甘照

宇特别强调。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低落、沮丧

的情绪或出现胃口差、失眠等状况，是否是‘抑郁

症’，需要去医院经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来确定。”台

湾淡江大学心理咨询专业硕士、广州执业心理咨

询师高红梅表示。

抑 郁 症 如 何 治 疗 ？ 轻 度 的 一 般 可 不 必 服

药，中到重度需要遵照医嘱服药，并配合心理治

疗，而有生命危机的患者则需要住院治疗。“要

考虑患者的经济情况。”甘照宇认为，药物治疗

加上家庭支持，以及健康生活方式，是比较经济

的治疗方式。

“‘心病还需心药医’，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相

当于‘心药’。一般来说，抑郁症患者几乎都有工

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不如意或发展受阻等困扰，

药物可较快起到消除或减缓症状、稳定情绪、恢复

功能的作用，但如果生活中个人的心理压力持续

存在或‘心结’未解，个人默默在孤独中挣扎而缺

乏专业的陪伴与疏导，抑郁的症状可能会加重或

反复。”高红梅指出，在及时向医院的精神科求助

后，可再根据个人情况，在药物、心理治疗或心理

咨询等治疗手段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遵医

嘱规范地用药，并结合专业、稳定的心理治疗或心

理咨询，是应对抑郁症较理想的方式，往往效果也

比较好。

近几年，国内心理咨询行业方兴未艾，心理咨

询师水平良莠不齐。高红梅建议，挑选心理咨询

师时要着重看其执业资格、训练背景、从业经验和

伦理规范。

抑郁症并不可怕，它可预防，可治疗。预防抑

郁症的关键在于情绪管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遇

到压力，我们都会焦虑，这并不是坏事。这种情绪

更能动员自身力量去应付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和危

机，我们要尽量避免将此作为病理情绪看待。”甘

照宇说。

假如身边有抑郁症患者，家人和朋友要学会

聆听，从患者的处境去理解他的心情，引导他积

极寻求医学帮助，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更不要寄希望于通过安慰助其从抑郁情绪中走

出来。

“希望接下来会出台实施《方案》的相关具体

措施，把政策内容变成实际的执行力，为大众提供

实实在在的精神医学服务。”甘照宇说。

心病还需心药医

研究卡通示意图。 受访者供图

很多人以为到精神

科看抑郁症的，不是疯

就是傻，将抑郁症等同

于精神病，患者也容易

产生病耻感，这些错误

认知影响到患者的早期

诊断。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衣晓峰 徐旭）由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田野教授及团队成员蒋永兴、范

靖雪博士等人完成的首个国际注册的前瞻、双盲、随机对照临床研

究课题成果，10 月 1 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心脏病学》杂志上。研究

成果证实，声动力疗法可快速减轻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肢体

高炎症水平，改善其功能学表现，且由于疗效的持久性和安全性，

可望使有间歇性跛行症状的患者从中获益。

据介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为三大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之一，间歇性跛行是其典型临床表现，严重损害行走能力的同

时，还可导致截肢甚至死亡。如何应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所

致的间歇性跛行，目前的用药治疗、运动康复措施和介入手段均

有其局限之处。

与此同时，在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间歇性跛行症状中，炎症被

视为继肢体血液灌注不足之后的另一重要因素。因此，减轻系统

性或病变局部炎症水平，对延缓甚至逆转下肢动脉硬化至关重

要。而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最主要的炎症细胞，巨噬细胞可

通过介导炎症反应调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展或消退。专家据

此推测，以斑块内巨噬细胞为靶点的抗炎疗法，可能为跛行的治疗

展现光明的前景。

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田野教授和他的课

题组在国际上首次自主研发了“巨噬细胞靶向声动力疗法”，即将

声敏剂和低频低强度超声波有机结合，前者能被斑块内巨噬细胞

特异性吞噬，后者可激活声敏剂产生活性氧并可调控活性氧产量，

进而调节巨噬细胞凋亡、自噬或抗氧化能力等，从而发挥抑制或逆

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的作用，具有靶向、特异、可调控、体外、

无创且安全等优势和特点。

课题组前期在大量动物和细胞试验的基础上，开展了声动力

疗法抗击动脉粥样硬化的首个前瞻性、Ⅱ期、单中心、双盲、随机对

照临床研究，其研究方案在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库中注册。

田野主任介绍，在上述成果基础上，他们团队还将继续开展声

动力疗法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和颈动脉狭窄的临床试验；通

过扩大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并采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

描、高分辨磁共振、超声造影等影像学检查及相关功能学检查，进

一步验证声动力疗法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声动力疗法可改善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状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王伊伦）9 月 24 日，记者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该院雷光华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证实，

膝、髋关节骨关节炎患者，会显著增加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

险。据悉，这也是世界首次揭示膝、髋骨关节炎患者为静脉血栓栓

塞的高危人群。同时，进一步科学明确了人工膝、髋关节置换术后

预防静脉血栓栓塞发生的重要性。日前，该成果发布于国际风湿

病学领域顶级期刊《风湿病年鉴》上。

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关节退行性疾病，在我国 40岁及以上人

群中患病率高达 46.3%。静脉血栓栓塞症则是一种具潜在致命性

的疾病。医学界多认为膝、髋骨关节炎与静脉血栓栓塞症相关，但

一直未经科学研究证实。

雷光华教授团队进行了三项配对队列研究，比较膝、髋或手骨

关节炎患者，与未患病的普通人群中，发生静脉血栓栓塞、肺栓塞

和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并进一步评估膝、髋关节置换术对该风险的

影响。研究首次发现，膝骨关节炎患者相比非骨关节炎人群，静脉

血栓栓塞升高风险达 38%；髋骨关节炎患者相比非骨关节炎人群，

升高静脉血栓栓塞风险高达 83%。

骨关节炎

或增加静脉血栓栓塞风险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强）10月 10日上午 10时 10分，全国第十

一届“急救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救日”公益科普活动在解放

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医疗广场举行。全国共有 31 个省 220 多

个城市 600 多个相关机构的数万名志愿者同时参加了自救互救

公益活动。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张晓旭政委介绍，“白金十分钟”

概念由该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何忠杰在 1998 年正式提

出。“白金十分钟”缘于 1986 年的老山前线。当时，何忠杰作为战

场急救的军医，在猫耳洞里担负抢救伤员的任务。抢救过程中，他

深刻认识到如果伤员能够在受到创伤后的初期得到有效救治，能

大大提高后期救治成功的几率。返回医院后，他主动申请进入急

诊科，把前沿理论、尖端技术和丰富实践融于一套简便易学的动

作，成功带领团队制定“白金十分钟”自救互救技术标准。

此项标准一经问世，备受同行推崇。作为“白金十分钟”全国

自救互救志愿服务联盟的发起者，何忠杰还牵头研制了多种配套

医疗器械，其中，可以挂在钥匙链上的“便携式环甲膜穿刺针”，如

果遇到伤者困难气道异物，就可以排上用场；“弹射式一次性骨髓

输液器”，只要轻轻扳动按钮，就可以弹出针头，在十几秒钟确保药

物到达循环系统，为战场和灾害现场等恶劣环境下抢救危重伤病

员生命赢得宝贵时间。目前，“白金十分钟”自救互救术已惠及数

万名地方群众和官兵。

“白金十分钟”自救互救术

已惠及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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