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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周刊

健康科普

多样性的长护险产品值得期待

失能老人“老有所养”出了
“国标”
□本报记者 耿晓筠
失 能 老 人 的 护 理“ 国 标 ”来
了。近日，国家卫健委、中国银保
监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老年护理需求评估和规
范服务工作的通知》，第一次从国
家层面建立了老年护理需求评估
和规范服务的标准。
解读这一针对老年人护理的
“国家标准”
，
珠海保险业协会有关
负责人认为，此次标准的制定，既
可作为保险公司长期护理保险经
办服务中护理需求评估的参考标
准，保险公司也可在此基础上开发
多样性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
失能老人的护理是一个新
“刚
需”。权威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近 2.5
亿，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过 4000
万，其护理需求明显高于全体人群
平均水平，对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
呈现庞大而刚性的需求。
《通知》主
要聚焦 4000 余万失能老年人迫切
的医疗护理需求，
明确了涵盖老年
人能力情况和常见疾病罹患情况
的护理需求评估标准，指导各地相
关医疗机构按照评估标准有效开
展老年护理需求评估工作，并据此
按需分类提供老年护理服务。
《通
知》中明确提出了护理服务的项
目，针对评估等级提供相应的护理
服务。这些护理服务包括机构护
理、社区护理、居家护理。护理服
务的内容包括生活护理类、护理与
康复类、心理护理类。
珠海保险业协会有关负责人
认为，
“国标”的制定不仅有利于长
期护理保险业务发展方向的统一，
对于商业补充保险框架的建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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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建设都起着 “安全伞”，增强了民众的抗风险能
关键作用。
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全面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 来，
以政策险为
“入口”
，
保险企业介
12 月底，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长 入长期护理服务，不仅可以减轻政
期护理保险试点项目约 35 项，
覆盖 府的负担，提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人数约 4647 万，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的运行效率和质量，也为参保群众
规模约 47 亿元。珠海保险业协会 切实提供了方便、
快捷的护理服务，
负责人认为，
“ 政府主导、专业承 可以大大减轻患者家庭沉重的精神
办”，有望“四两拨千斤”，更好地提 压力和事务性负担。
高对失能老人群体的医疗保障质量
该负责人介绍说，
自2016 年开
和效率。与政府部门相比，商业保 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在
险机构更为专业，能够形成对医疗 全国 15 个城市开展试点。随着新
机构和医疗费用的有效制约。近年 标准的推出，有望加速长期护理保
来，
各地政府借助商业保险的力量， 险制度在全社会快速推广，让更多
织就起一张坚实细密的民生保障 的失能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加幸福。

降胆固醇新法出炉：

免除每天服药烦恼 只需一年打两针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10 日 电
英媒称，研究显示，一种一年注射
两次的疗法可取代每日服用的降
胆固醇药物。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 9 月 3
日报道称，一项试验显示，一种每
年注射两次的疗法能够将所谓的
“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水平降低一半，它可能很快就将取
代他汀类药物。
患者无需牢记每天服药和找
医生开处方，只需到当地的全科医
生诊所即可获得至少与他汀类药
物相同的疗效。
专家认为，这种疗法能够增加
坚持治疗以降低胆固醇的人数，因
而可能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牵头的一
项 针 对 1700 人 的 全 球 性 试 验 显
示，这种名为 inclisiran 的药物能
够将胆固醇降低 50%，效果至少相
当于高剂量的他汀类药物。制造

这种药物的美国麦迪逊医药公司
预计明年在美国、两年内在英国申
请药品许可证。一旦获得批准，即
可 在 英 国 国 民 保 健 署 (NHS) 使
用。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考西克·拉
伊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心脏病学会
大会上介绍了研究结果。他说，这
种注射疗法将
“改变我们的生活”。
拉伊说：
“ 这是人类控制胆固
醇的重要一步。便捷性是关键所
在……对于今后几十年每年都需
要服下 365 片药的人来说，相比之
下，
这种疗法更容易接受。
”
预计人们一开始会同时服用他
汀类药物和接受注射，这种疗法起
初将面向英国的70万名高危患者。
拉伊教授说，这种注射疗法随
后可以提供给无法忍受他汀类药
物副作用或不想每天服用他汀类
药物的患者，这可能将惠及英国
600 万他汀类药物服用者中的很
多人。研究人员还在探索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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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这种疗法改进为每年只需注
射一次，
但疗效相同。
他汀类药物的工作原理是抑
制肝脏用以制造胆固醇的酶。而
这种新药物则能够令一种基因信
号“沉默”，该基因信号能触发生成
一种会干扰肝脏去除血液中胆固
醇能力的蛋白质。
他汀类药物被认为每年能够
帮助预防约 8 万例心脏病发作和
中风，但是研究表明，近半数服用
这种药物的人用药剂量不对或用
法不当。NHS 目前能提供降低胆
固醇的注射，但必须每两周注射一
次，这意味着很少有人会用。
NHS 每年为每名使用他汀类
药物的患者支付 20 英镑（约合 175
元人民币），而每两周注射一次的
药物的费用为每年 4400 英镑。麦
迪逊医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蒂
姆尼说，公司在获得许可证之前不
会定价，
但
“必须让人们买得起”。

跑步的科学知识
你知道吗？
据新华社电 跑步是很好的强身健体、
预防疾
病的手段，
但怎么跑确实有讲究，
不过，
跑步不当会
引起一些问题，
常见的有膝盖损伤、
足底筋膜炎、
跟
腱炎等。要想科学有效地跑步，
需注意一些细节。
热身
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以动态拉伸为主，如下
蹲抱膝、弓箭步蹲、后踢腿、侧压腿等。
跑鞋
高足弓、
体重偏重者需缓冲性能好的鞋，
扁平
足者需支撑性能好的鞋，
正常足者可折中选择。
场地
有条件的话最好选塑胶场地，其次是在公
园，
尽量避免在较硬的路面长时间跑步。
姿势
跑步时要保持头正对前方，
肩部适当放松、
稳定，以肩为轴前后摆臂。不可左右摇晃或上
下起伏过大。慢跑以足中或脚跟着地，快跑以
足前掌着地。
强度
建议锻炼者进行中等强度的跑步，一般指
达到有点累、气喘、需费点力才能说话的程度。
时间
每次跑步最好持续 20~60 分钟。每周进
行中等强度跑步至少 150 分钟。在身体允许的
条件下，如果你想获得更多运动益处，
每周可跑
300 分钟。
里程
日常健身跑，每次以 3~5 公里为宜。每周
里程上限不超过 92 公里。
调节
跑步者要通过呼吸、心跳、疲劳感、肌肉和
关节的酸痛反应等调整运动节奏。

牛津大学开发出一种 AI 技术

可提前十年预测心脏病
据新华社电 英媒称，英国国民保健署不久
将获得可以在人们心脏病发作约十年前就准确
预测患病风险的人工智能(AI)技术。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 9 月 4 日报道，这
项技术突破可以找出其心脏问题无法用现在的
扫描方法发现的高危患者，从而每年拯救成千
上万人的生命。
报道称，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人
工智能工具，可以读取普通的 CT 扫描图。每
年有 4 万名有胸痛症状的患者接受 CT 扫描。
大约四分之三接受 CT 扫描的患者会被告知结
果正常，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血管变窄的迹
象。但是大约五分之一的这类患者会在此后十
年内心脏病发作。
报道称，英国每年有大约 17 万人死于心脏
病、中风和其他相关疾病。
报道称，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对看起来正常
的扫描图进行分析，查找心脏发生变化的预警
迹象，
包括脂肪细胞的细微改变、组织的疤痕以
及微小血管的生长。通过一种分析这类信息的
算法，该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预测一名患者在今
后九年内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测试结果显示，
预测的准确率达到 85%至 90%。
领导这项研究的哈拉兰博斯·安东尼亚德
斯教授说：
“ 我们用 CT 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开发了一个极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它
可以看到……表面以下的东西，这是风险的重
要部分。
”
被发现有心脏病风险的患者可以服用
他汀类药物或阿司匹林等药物。
这项研究成果 9 月 3 日提交给了在巴黎举
行的欧洲心脏病学会大会，并在《欧洲心脏病学
杂志》双月刊上发表。
英国心脏基金会负责人梅廷·阿夫基兰教
授称，
这项成果是一个
“重大进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