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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和格复合骨胶原，国际上称其为Ⅱ
型胶原蛋白，含4种负电黏多糖和19种
氨基酸，其独有的“负电性”能有效吸附
正电营养从而形成新骨。CCTV-10“科
技之光”栏目和CCTV-10“走近科学”栏
目曾分别以《骨骼强健有良方》《蛋白在

“进化”》为题，分别报道了和格复合骨胶
原（Ⅱ型胶原蛋白）。有些读者疑惑，央视
的两次报道，报道了什么内容呢？以下
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两次报道的核心内
容，您也可直接上网搜索相应视频。

复合骨胶原是钙的重要承载媒介
目前我国人口正在不断地老龄化，老年
人中严重骨质疏松发病率为60%。找到
合适的骨胶原补充方法，是缓解骨骼疾
病不可缺少的手段。年近60岁的张大
妈，在十多年前就出现了一些骨病症状，
骨关节炎、骨骼疼痛、骨质疏松所带来的
痛苦一直困扰着她，现在她每天都要服
用含钙丰富的药物，希望减轻疼痛，可补
充大量的钙并没有明显缓解她的病症。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
师李新兰说：“目前社会上普遍来讲，预
防骨质疏松就要补钙，但是真正补充钙
以后，身体不一定能吸收。”其实，钙以及
其他的营养成分并不是自主作用于人体
骨骼组织的，它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帮手，
那就是复合骨胶原。说它重要，是因为
复合骨胶原中含有复合型黏多糖和胶原
蛋白，是骨骼组织之间的重要承载媒介。

复合骨胶原项目发明人、生物医药
工程师赵成军说：“复合骨胶原在骨骼
中扮演着钢筋和水泥的角色，而钙和其
他矿物质，只是扮演了沙子的角色，如
果单一补充钙和其他无机质，而没有钢
筋和水泥，骨骼大厦是建造不起来的。”

现代研究发现，成年人的骨骼组织
中，骨胶原的含量为45%—65%，更新
周期一般为三个月左右，而老年人骨胶
原的含量却只有20%，且更新缓慢。多

年来，赵成军和他的研究团队以雏鸡等
动物软骨组织为原料，提取了一种特殊
的胶原蛋白——Ⅱ型胶原蛋白。它能
像磁铁一样，吸附我们饮食当中所消化
吸收的氨基酸、矿物质等正电荷营养，
促进骨纤维的形成。

和格骨胶原能增强骨密度、促进关
节软骨再生 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
会委员、医学博士姚颖说，研究显示，赵成
军教授发现的这种特殊胶原蛋白，可以
帮助改善细胞的活跃度，促进机体组织
恢复健康。中国医师协会临床营养专业
委员会常委、骨科专家贾维东则举了一
位28岁的患者的例子：“患者在2014年
确诊为左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从X光片
上可以看到，他整个左侧髋关节糜烂、
关节间隙消失，到了2015年3月，他来
到我们这里就诊时，情况更严重了，且局
部骨骼的密度也大大降低，就像是两张
砂纸在一起磨，这时病人是很痛苦的，关
节的活动度也小，绞索感也明显。我们
把Ⅱ型胶原蛋白给他用上以后，初期观
察到他4个月以后的片子，我们看到左
侧髋关节股骨头的密度改变了，出现了
关节间隙轮廓，这就相当于两个冰在一
起磨，它的摩擦是比较光滑的，减少了病
人的疼痛和临床症状。所以，骨胶原在
恢复患者骨骼的密度和促进关节软骨的
再生上，一定有着很好的作用。”

建议老年人重视补充和格骨胶原
补充和格骨胶原，可以增强骨密度，营
养软骨。和格骨胶原是Ⅱ型胶原蛋白
专 利 在 中 国 的 持 有 者（专 利 号 ：
ZLO2120433.0），由于能很好地缓解骨
质疏松等退行性骨病，中国医促会骨病
防治专委会认定其为“骨科专用产品”。
如果您还有骨营养疑惑，或有骨病疑难
问题需咨询三甲医院骨科专家，欢迎拨
打 0731-84483088 或 13974837517
与我们联系。（文/杨蓓）

央视两次报道和格骨胶原，到底说了啥

有不少老人在网上转发
用方格表（如图）来判别眼睛
黄斑有无毛病的文章。这种
自测法靠谱吗？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
黄仲委提醒，用这个表格自测
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否则可
能虚惊一场。

黄仲委介绍，方格表最好
在自然光线下使用，眼睛距表
约一尺，左右眼分别查。如果
视近不清晰，可以戴上老花镜
（此前他曾接诊一位患者，因老
花镜有问题，镜片不合格，导致
看到的表格线条是倾斜的，虚
惊一场），眼睛注视表中央黑视
标，然后注意眼睛看到的所有
格子是否方正，线条有没有扭
曲，进一步注意中央有没有暗
区，或哪个部位变暗甚至看不
到。如果以上都正常，初步判
断黄斑视功能是好的，否则，
须尽早找眼科医生。

黄斑变性是常见致盲性
眼病，防重于治。黄仲委介
绍，眼科医生除了方格表外，
还可用眼底血管荧光造影、
眼底结构的断层扫描等检查
协诊。老年人视力障碍除了
黄斑变性高发外，还有很多
与年龄相关的眼病，如何自我
预判呢？可从常见症状开始。

远 视
力 下 降
先看看是
否白内障
或眼镜是
否 要 重
配。年纪
大了难免会出现晶状体硬
化，眼睛屈光度就会改变，年
轻时没有戴眼镜的，也许现
在需要配一副看远用的眼
镜；或在原有屈光度的基础
上，现在需要换另一度数的
眼镜。此外，晶状体也可能
变混浊，那就是白内障。

近视力改变 觉得看远
还行，就是看手机、读报不清
楚，要配老花镜，或是老花镜
度数不够，要重配。若觉得
看手机、报纸比以前清楚，先
别太高兴，也许是晶状体老
化或白内障早期的表现。

中央暗影 首先要排除角
膜、晶状体中央混浊所致。视
物中央有遮挡感，多数脱不了
黄斑病变的干系。不同年龄，
黄斑病变可不同，“中渗”“中浆”
分别多见于中青年女性、中青年
男性，高度近视病史长的也极
易出现黄斑出血水肿，年长的
则高度怀疑老年性黄斑变性。

眼前黑影飘舞 虽然很多

人都晓得这是飞蚊症，但不同
的病因，预后的判断不一样。
常见于高度近视、视网膜脉络
膜炎症、眼底静脉阻塞、湿性
黄斑病、视网膜脱离等。

视物范围缺损或暗影 多
可以判定是严重的眼底病
变，如眼底出血、玻璃体积
血、视网膜脱离等，湿性黄斑
变性的眼底新生血管出血也
有可能如此。多骤然出现，
如果出现症状后短期又消失，
也许和动脉痉挛、阻塞有关。
总之，有以上症状绝非小事，
应尽快去眼科诊治。

视物变形 可简单地形容
为“视正为斜、视直为曲”，多
由于黄斑区视网膜浮肿，感光
细胞排列混乱。如果是新佩
戴眼镜者（包含渐进多焦眼
镜）出现这种情况，还要注意
所配的眼镜是否合格。

视物重影 这个单一表述
医生往往嫌不够细致，会追
问：单眼还是双眼？是久已有
之还是最近才有？如果是双
眼看才发现重影的，是眼肌毛
病，还要判断是哪组肌肉；如
果是单眼才有，要考虑该眼
可能有角膜混浊、白内障、玻
璃体混浊、眼底出血水肿等眼
病。（摘编自《羊城晚报》）

方格表自查眼病小心用错
炎热夏季，很多人不得不

用各种方法消暑。对于有呼吸
系统疾病特别是有哮喘的人来
说，冷刺激也可能诱发疾病，甚
至出现与“冷”有关的哮喘。南
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肺病科
（呼吸内科）主任李芳提醒，夏
季三种原因可诱发“冷哮喘”。

吃冷饮 吃冷饮或喝冰镇
饮料对过敏性哮喘的人来说是
一种“过敏”刺激。夏天想预防
哮喘发作，应尽量少吃冷饮，最
好不吃。特别是运动后或大汗
淋漓的时候，不要吃冷饮或喝
冰镇饮料，喝温开水补水更好。

室内外温差过大 夏天人
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空调房内，
马上就会感觉凉快。但对于过
敏体质的人群而言，瞬间从炎热

的环境进入寒冷环境，上呼吸
道就会受到冷空气的突然刺
激，较大的温差可能会诱发上
呼吸道反射性痉挛，出现咳嗽、
气喘等症状。使用空调时，不
要让室内外温差大于5℃，也不
要对着出风口直吹。大汗淋漓
回到家中后，不要立即进入空调
房，应先用干净的毛巾擦干汗水，
稍作休息后，再进入空调房。

空气质量不佳 很多人为
了保证制冷效果，在空调房里
紧闭门窗，停用空调时却不注
意开门开窗通风。这样导致空
气不流通，空调里集聚的粉尘
会诱发哮喘发作。室内存在的
螨虫也是哮喘发作的原因之
一，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摘
编自《金陵晚报》）

夏天谨防“冷哮喘”

在急诊工作多年，经常会
遇见从基层医院或诊所因青霉
素过敏导致心跳呼吸骤停转过
来抢救的患者。有的患者很疑
惑，之前都做了皮试，为什么还
会产生过敏反应？

青霉素的过敏反应分为
速发型与迟发型两种，速发型
占绝大多数，迟发型过敏反应
虽然大部分不超过几小时，但
几天后甚至十几天后发生的
情况也存在。因此，建议注射

青霉素后 15—30 分钟内留在
输液室观察，以便发现异常及
时处理。就算皮试呈阴性，回
到家中仍要继续进行自身观
察，密切留意输液后是否出现
皮肤瘙痒、荨麻疹、呼吸困难、
面部麻木、恶心、呕吐等症状，
一旦有部分征兆出现，就应高
度怀疑为青霉素迟发型过敏反
应，第一时间赶紧前往医院救
治。（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医学博士 刘波）

输液后观察半小时再离开

“虎口”在手背上，大拇指和食指
连接的地方。把拇指和食指靠拢，使
劲并在一起，就会在虎口区鼓起一个
包，按上去硬硬的，那是第一骨间肌。

别看这块肌肉小，手上的精细动
作都离不开它。有的人全身消瘦，尤
其是肌肉松弛的老年人，一双手看上
去皮包骨头的感觉，但不影响正常活
动。有的老年人虎口部位变薄，出现
用筷子不灵活，开锁使不上劲，虎口
在手指并拢时按上去软塌塌的没有
肉，分开时上下一捏就剩两张皮，这
就是肌肉萎缩了。

临床上，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虎
口肌肉萎缩，颈椎病因为常见而被熟
知。患者有时还会有从颈部向手上
发散样的麻木疼痛，尤其是头位变化
时，做颈椎拍片可帮助诊断。

此外，还有一种少见的情况叫渐
冻症，需高度警惕。渐冻症是一种典型
的运动神经元病，虎口肌肉萎缩常是其
早期表现。早期渐冻症患者大部分表

现为手部无力，常常无意间发现拧不开
矿泉水瓶、拿碗筷子不灵活、剪指甲不
方便等，经常还有虎口区肌肉萎缩。随
着病情的进展，患者会逐渐出现四肢肌
肉萎缩，甚至影响进食吞咽和呼吸，身
体不听使唤，像被冻住了一样。

与颈椎病不同，渐冻症经常出现
肉跳、抽筋，很少出现麻木疼痛。该
病目前还没有特效治疗法，只能早发
现早诊治，靠药物延缓发展，延长寿
命。此病好发于中老年人，而中老年
人也是颈椎病的高发人群，当颈椎拍
了片子，多多少少又有些颈椎病的证
据时，两个病就更难鉴别了。如果是
颈椎病造成的肌肉萎缩，做完手术，
配合康复锻炼等综合治疗，肌肉萎
缩可能会慢慢好转；然而，如果是渐
冻症，即便做了颈椎手术，肌肉萎缩
也会加重。因此，虎口没有肉，一定要
到专业的神经内科做全面评价和鉴别
诊断，警惕渐冻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卢岩）

“虎口”没有肉警惕渐冻症

康乃馨健康谈第九期——

摔倒成了老年人的“头号杀手”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老龄

化进程的加快，跌倒成了影响老年
人生活质量的危险因素之一。根据
国内外研究，每年老人跌倒的发生
率为 15～40％，且跌倒的概率会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老年人 1/5
的跌倒会造成严重伤害，包括骨折、
头部出血、头部外伤、硬脑膜下出血
等，有些老人会因为害怕再次跌倒，
而开始限制自我活动，渐淅地失去
独立活动的能力，更甚者，直接造成
死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老年
人跌倒，提升他们的运动功能呢？

康乃馨康复科及康复治疗中心
能够提供这方面最科学最全面的训
练 和 指 导 。 预 防 跌 倒 的 运 动 有 很

多，例如，对老年人进行不良姿势
的矫正，平衡功能训练和平衡训练
仪 的 使 用 来 提 高 老 年 人 的 平 衡 能
力，通过等速肌力训练和股四头肌
训 练 仪 来 强 化 肌 肉 力 量 及 运 动 耐
力，进行肌肉关节的牵伸，防止肌
腱挛缩改善关节活动度等等。

此外，居家时注意物品的摆放，
清 除 不 稳 定 物 品 及 电 线 之 类 的 绊
脚物；出门锻炼时，应结伴而行；从
蹲下或坐位站起时，动作要缓慢，
尽量选择有把手的位置，避免意外
情况的发生。

关爱老人，正确出行和锻炼，才
能有效地预防摔倒，让老年生活更
健康！
康乃馨健康咨询热线：0731-88474562

（王大庆 长沙康乃馨老年病医院康复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