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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专家首次在国际上发表药物性肝损研究

各类保健品属“重灾区”

本报讯 （记者 黄杨子 通讯员
叶佳琪 袁蕙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
师茅益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85

医院教授陈成伟作为共同通讯作
者，日前在消化疾病领域顶级期刊《胃肠病学》

在线发表 《中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率及病
因学》研究论文。据悉，该论文是中国学者首次
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发表的反映中国大陆药物
性肝损伤（简称 DILI）流行病学、病因学、临床
特征等整体现状的研究成果， 引起国际同行高
度重视。

众所周知，药物性肝损伤是临床上最常见
的药物不良反应之一，也是当前急性肝损伤最
为常见的病因之一，严重者可导致急性肝衰竭
甚至死亡。近年来，我国在因肝病需住院的患
者中， 药物性肝损伤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在我国肝病中，DILI的发生率仅次于病毒性肝
炎及脂肪性肝病（包括酒精性及非酒精性），发
生率较高，但由于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和诊断
标记物，尤其是药物造成的慢性肝损伤起病较
隐匿， 临床上常常不能被发现或不能被确诊。

因此，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会显著增加额外的
社会和经济负担。

这项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共纳入中国大
陆地区 308 家医院的 25927 例药物性肝损伤
患者，是国内迄今最大规模的药物性肝损伤流
行病学研究。研究报道了中国大陆地区综合性
医院和专科医院住院患者药物性肝损伤诊断

率，并以此为依据估算中国大陆地
区普通人群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
率。结果显示，我国普通人群中每
年 DILI 的发生率至少为 23.80/10

万人，高于西方国家报道，已成为
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研究也展示了在中国
人群中导致药物性肝损伤的主要可疑药物（包
括西药、中成药、草药、膳食补充剂等）及临床
特征、治疗现状等方面的情况。

研究显示，在我国引起肝损伤的最主要药
物为：各类保健品和传统中药（占26.81%）、抗
结核药 （占21.99%）、 抗肿瘤药或免疫调整剂
（占8.34%）。此外研究还发现，13%的患者为慢
性药物性肝损伤，23.38%的患者在发生DILI时
合并有病毒性肝炎、脂肪肝等基础肝病，而这
些患者的肝损伤更为严重，而且，发生肝衰竭
和导致死亡的风险更大。

复旦科学家发现成瘾记忆“钥匙”

有望有效干预毒品复吸
本报讯 （记者 顾泳）药物成瘾是危害严

重的社会问题。目前有多种方法可以对成瘾者
进行有效脱毒，解除成瘾症状。就在不久前，复
旦大学又传出好消息：脑科学研究院、医学神
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郑平课题组，研
究发现戒断场景重新激活成瘾记忆的神经环
路枢纽， 这将为有效干预毒品复吸提供新思
路。 相关研究成果于美国当地时间2月20日在
线发表于《科学进展》。成瘾者即使脱毒很长时
间，仍有诸多因素可导致毒品复吸，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是当脱毒者进入曾经出现戒断症状的场
景中时，戒断场景可重新激活成瘾记忆，导致毒
品复吸。因此，研究戒断场景激活成瘾记忆的神
经机制对有效干预毒品复吸具有重要意义。

郑平课题组将毒品成瘾鼠放在两个场景不
同的盒子中， 在一个盒子中使成瘾鼠突然戒断
毒品，这时成瘾鼠会产生痛苦的戒断症状，形成
成瘾记忆， 并将这个记忆与其所处的场景联系
到一起，以后将这个鼠再放到这个场景中，戒断
场景可以重新激活成瘾记忆， 从而表现为 “逃
离”这个盒子。利用这个模型，课题组研究发现：

戒断场景可激活杏仁核投向前额叶皮层的神经
环路，一旦抑制这条环路，可明显抑制戒断场景
对成瘾记忆的激活。然而这条通路激活后，通路
本身没有“提取”记忆信号的提取，仅将信息输
送到前额叶皮层， 再由前额叶皮层通过投射神
经，将信息再次发送到杏仁核，激活杏仁核另一
群神经元，引起记忆信号提取。

上述研究工作证明：前额叶皮层作为神经
环路的枢纽，在戒断场景重新激活成瘾记忆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突破性发现，将为解决
药物成瘾、有效干预毒品复吸提供新思路。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宋娇娇为论
文第一作者，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来滨、

博士后陈明及教授郑平为共同通讯作者。

今日看点小学、幼儿园上学、放学高峰，在“一门两保安”基础上再聘请2名保安协同守护

了解全天服务场所，电梯间遇坏人可按亮每层按钮

人气警官讲解公共安全教育第一课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

前晚 18时， 面向全市学生普
及公共安全知识的《公共安全
教育开学第一课》 第三季亮
相。本季“电视公开课”来到
东方绿舟实训基地， 选取贴
近同学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场
景， 通过实景讲解、 情景演
练、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同学
们进一步巩固基本的自助自
救技能和互助互救本领。

昨天 10 时 30 分，节目中
的明星警官、市公安局治安总
队的黄奕来到虹口实验学校，

为学生和家长代表带来一堂
生动的校园安全教育课。

课堂上，黄奕向同学们讲
解了拨打 110的正确方式，与现场小朋友互
动模拟 110报警场景，并与小朋友们一起绘
制了身边的安全地图。在他引导下，同学们
一起温习了身边的安全元素， 包括派出所、

银行、便利店、加油站等公共设施都能提供 24

小时全天安全服务。既有讲解也有演示，同学
们听得津津有味，课堂气氛热烈活跃。

黄奕还为同学们讲解了乘坐电梯遇到紧

急情况时应当采取的自救措施，

告诉同学在遇到可疑人员共乘
电梯时可以礼貌地让其先行，在
电梯间遇到坏人时可以按亮每
一层按钮增加逃跑机会，在电梯
行进中遇到故障时要按响紧急
对讲并拨打报警电话。

“警察叔叔走进校园传授公
共安全知识，特别是互动的教学
方式， 让小朋友们更加开心、更
有安全感。”课后，家长丁女士为
这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教育课
点赞。“加强校园公共安全教育
是上海公安的职责所在，希望同
学们能在轻松的环境中学到公
共安全防范知识，切实提升自我
防范意识与能力。”黄奕表示。在

新学期开学之际， 上海公安将持续加强与教
育部门和学校的协作配合， 将民警进校园宣
传与学校日常性的宣传教育相结合， 为学生
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安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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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勤毅

3月5日，中国国际象棋名将
倪华，将再次身披国家队战袍，参
加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
办的国际象棋世界杯团体赛。

以如此身份亮相的倪华真是
久违了。如今媒体报道中每每出
现他的名字， 总伴随着另一个
头衔———“棋后 ” 居文君的教
练。这几年，在多个“角色”之间切
换，倪华说自己“忙并幸福着”！

“老队长”前去压阵
“我已经圆梦，机会还是要留

给优秀的年轻一辈。”5年前，在国
际象棋界的“最高殿堂”奥赛上，

倪华和队友夺得男团冠军， 一举
打破欧美对这一冠军长达87年的
垄断， 当时他表示自己未来不会
再代表国家参加团队赛， 然而此
次再度出山并非想法变了， 而是
国家队急需“老队长”前来压阵。

“几位当打之年的名将因为
各种原因无法参赛，剩下的队员
又太年轻，国家队希望有经验的
老将能顶一顶。”倪华说。36岁的
倪华棋力仍盛， 只是精力有限，

必须做出取舍。 比如自己这盘
棋，他“舍”得比较多；上海队这
盘大家的棋，他看得比较重。

2018年，上海国象队获得历
史上第六个联赛冠军， 这也是队
伍自2016年以来的三连冠， 倪华
功不可没。 他身兼教练和队员两
职多年， 且依然在联赛中保持着
非常高的胜率，2016年他是联赛
最佳男棋手，去年，他也在所有男选手中排名前三。

上海棋院竞训科科长王频告诉记者，如果心无
旁骛地下好自己这盘棋，倪华在世界棋坛的个人成
就或许会更上一层， 甚至有望冲击男子世界前十。

但倪华自己很坚定，“既然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

就义无反顾。”

没有架子的“华哥”

倪华的队友、弟子都习惯叫倪华为“华哥”，因
为作为教练， 倪华确实一点威严和架子也没有。他
爱开玩笑，从不发脾气，但向来有一说一。要是谁没
下好，一句“臭棋”立刻就扔过来。

联赛期间，经常会看到几个年轻棋手围着教练
兼队员的倪华，边吃饭边讨论棋局。上海队里年纪
最小的徐译说，“华哥时常会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建
议，他对所有对手都会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总会提
醒我们遇到这个对手时要注意些什么，队伍在他的
带领下特别有凝聚力。”

其实当初在国家队，倪华也是一样的角色。每每
大赛，常能看见“华哥”带着队友们餐后外出散步放
松一下，他还擅长组织“交心会”，点着名让大家各抒
己见，为的就是体现每个人的存在感和集体荣誉感。

“棋后”身后的英雄
2018年，是上海姑娘居文君的“丰收年”———两

个“棋后”桂冠，两枚奥赛金牌。在她身后的幕后英
雄里，倪华是奉献最多的一个。

居文君的描述里， 倪华更像是在背后出谋划策
的军师、一个可以交心的灵魂导师。当初为了备战，

居文君清晨7时不到就会出现在倪华的办公室里，两
个人一个棋盘，天黑还在下；如果出国比赛，倪华每
天要与居文君进行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语音交流。

倪华给居文君预备了一个“武器库”，里面是奇
招、妙招，这些都是倪华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闷头
研发出来的。在国象领域，亮招的时机很有讲究，因
为同样的招数下一次就不一定灵了。“所以哪些兵
器在什么比赛可以用、怎么用，华哥都会经过深思
熟虑后交待我。”居文君透露，之前场场关键战役，

“武器库”几乎都派上了大用场。

上海棋院院长单霞丽曾评价居文君是一个比
较内向柔和的女孩，遇大事容易紧张，遇小事闷在
心里。而开朗随和的倪华，恰好能够化解居文君的
不足，“她和倪华无话不谈，相处起来像对兄妹。”

“居文君比较谦虚好学，善于汲取各方好的建
议！” 在公开场合评价爱徒， 倪华总会不惜赞美之
词，但私下里他可没少费心，输了打气、赢了泼冷
水，都是常态。

本市加强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探索将学校周边200米设为学生安全区域

每个校区配安全干部打造阳光校园
■本报记者 许沁

每千名师生或每个校区至少配备 1名
专兼职安全干部，探索将学校周边 200米划
设为学生安全区域，基本急救知识和技能培
训纳入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内容……前天，

本市出台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
体系建设实施意见。校园及周边安全、食品
安全、校园欺凌、校车管理这些深受关注的
校园安全问题，在上海有了更严格规定。《意
见》 针对新形势下影响学校安全的突出问
题、难点问题，落实风险防控体系，使校园成
为最安全、最阳光的地方。

明确安全教育课时安排
《意见》健全学校安全教育机制，实现制

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确定本市义务教育阶
段一、四、六、八年级以及高中阶段一年级，

每学期要至少安排 8课时，其他年级每学期
至少安排 4 课时，进行公共安全教育；幼儿
园每周至少安排 1 次涉及公共安全教育内
容的游戏活动。还规定中小学每月至少开展
1次应急疏散演练， 幼儿园每季度至少开展
1次应急疏散演练。在明确课时的同时，推进
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教材更新完善和幼儿
园公共安全教育游戏或绘本研发，将基本急
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纳入见习教师规范化培
训内容，在幼儿园与小学低年级全面开展体
育教师、卫生保健人员、班主任初级急救知
识和技能培训。

校园环境及周边安全问题， 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焦点。 如何健全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
理长效机制？《意见》 明确要求， 将校园周边
200米作为探索建立学生安全区域的范围。还
强调小学、幼儿园在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应
在“一门两保安”基础上，叠加聘请2名保安员
协同守护； 公安部门要健全校园安全工作组
织机构设置和警力配置，配齐配强校外治安辅
导员，并会同街镇，为学校校门周边100米范围
内配备社区网格巡逻保安并配防护器械。

“《意见》立足上海市情，对标国家政策
文件，落地、细化了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体现了超大城市学校安全防控特色。” 上海
政法学院副校长、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
会会长姚建龙说。

强化安全风险防控主体责任
从门卫安保、食品卫生，到消防安全、心

理安全、校内职责，《意见》直面当下学校安全

风险防控难题和社会最关注的问题， 抓住了
校园安全风险防控“牛鼻子”，对症下药，在诸
多体制、机制上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和进步。

《意见》明确，为健全校内安全工作领导
机构， 每千名师生或每个校区须至少配备 1

名专兼职安全干部；将校车管理作为学校安
全管理的重要环节，探索利用信息化等手段
开展校车许可审批和实时监管；强化教育教
学、社会实践和研学旅行等过程中的安全管
理； 学校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长效机
制，形成校长每周自查、责任督学每月检查、

家委会不定期查看的检查机制， 通过公示
栏、校园网或 APP等方式，向学校师生及家
长公开食品原材料来源、 承包经营企业、加
工制作过程等食品安全相关信息……

在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田相夏看来，《意见》强化了学校在安全风

险防控中的主体责任，并进行了细化，如针对
学校安全体验、 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次数、场
所保障等，抓住了学校这个中心环节和中心场
所，通过将强有力的操作规定进行明确，防止
出现责任淡化或模糊的情形，增强校园安全风
险防控实施效果。

家校联动打造平安校园
中小学生容易沉迷网络，《意见》 规定，教

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学生欺凌和
暴力行为早期发现、 预防和处置的指导手册，

加强网络欺凌的预防和处置。学校要设立学生
求助电话和联系人，及早发现、及时干预、有效
制止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对虐待、体罚、性骚
扰等侵害未成年学生及幼儿人身健康的不法
行为，建立零容忍制度，及早发现、及时处理、

从严问责，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公安、司法机

关应依法从严惩处。

“建立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机制，

《意见》把在本市闵行区试点比较成熟的未成
年人特殊保护制度上升为地方规定，有助于在
更大范围内保护未成年人，避免未成年人遭遇
涉性犯罪的危害。”田相夏说。

虹口实验学校建立了校园安全工作管理体
系，明确校长是校园安全第一责任人，在此基础
上， 设立校园安全风险防控办公室， 隶属校长
室，由专（兼）职校园安全员担任办公室主任。校
长胡培华介绍，学校目前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

生命教育与生涯规划等五大安全教育课程，各
年级将形成有针对性的安全主题教育， 做到安
全教育全覆盖。 在松江区教育局副局长干善军
看来，学校要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突出抓好区三级家长委员会，发挥其作
用，形成家校互动家校联系，打造平安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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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美术馆（浦东馆）

今起免费开放
龙美术馆（浦东馆）从今天起，免费对公众

开放。“旧王孙———龙美术馆藏溥儒书画展”

“回眸———纪念上海解放 70 周年馆藏展 ”

“1949—2019：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红色经典馆
藏展”等大展于当天开幕。

昨天，龙美术馆（浦东馆）吸引附近的市民
提前赶来观赏。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影报道
观众在油画作品《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

前驻足。

“中国杯”三月激战南宁
国足首战挑“软柿子”泰国队

本报讯 （记者 姚勤毅）3月 21日至 25日，广
西南宁将上演格力·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中国、

泰国、 乌兹别克斯坦和乌拉圭四支球队争夺冠军。

中国国家队首战将对阵实力相对一般的泰国队。

中国杯是万达体育打造的赛事。去年的第二届
中国杯，参赛球队为中国、乌拉圭、捷克和威尔士，

国足先是 0比 6败于威尔士， 又以 1 比 4 不敌捷
克。两场惨败，让组委会决定下调邀请球队的实力，

毕竟旗鼓相当的比赛更有看头。本届中国杯，乌拉
圭国家队继续参赛， 另外两支球队乌兹别克斯坦、

泰国队都来自亚洲，前者实力略在国足之上，泰国
实力则略在国足之下。国足抽签避开了实力强劲的
乌拉圭，迎战泰国队只要赢球就能晋级决赛。

黄奕警官为虹口实验学校同学讲授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