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猛：301医院，骨科副主任
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现为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
会员、全军骨科专业委员会青年
委 员 ，美 国 骨 科 医 师 协 会

（AAOS）会员。主要从事骨与软
组织肿瘤的临床及相关研究工
作，擅长临床-影像-病理三结
合的方法对骨及软组织肿瘤进
行准确诊断；对四肢和骨盆恶性
骨肿瘤的保肢治疗，采用肿瘤假
体重建、异体骨移植、以及牵张
成骨等技术，多维度重建患肢功
能；在四肢恶性软组织肿瘤的保
肢手术中，采用术前三维影像可
视化术前设计确定肿瘤切除边
界，保证软组织肿瘤的完整切除
降低复发率；引进国外先进的基
因筛选及靶向治疗，配合新辅助
化疗以提高恶性骨肿瘤的生存
率；在脊柱骶骨肿瘤的外科治
疗，骨转移癌的诊断及治疗方面
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
床经验。

陈明易：301医院，肝胆外科
副主任医师，全军胰腺学组委
员。师从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
志强院士，具备熟练的腹腔镜及
外科机器人操作技术。擅长复
杂、疑难病例的外科治疗，尤其
对胰腺、脾脏肿瘤的诊治具有独
到的见解。

陈永卫：301 医院，肝胆外
科，副主任医师。国际肝胆胰协
会中国分会微创介入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会肝癌协
会委员。在肝胆外科常见病的

诊治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精湛的手术技能，擅长肝脏肿瘤
微创治疗、射频消融治疗肝胆疾
病等。

李立安：301 医院，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现任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妇科肿瘤
学会委员。临床能力全面，能
够 综 合 运 用 多 种 微 创 手 术 技
术，包括宫、腹腔镜手术及经阴
道手术，对妇科常见病及疑难
杂症，尤其是妇科良恶性肿瘤
的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
长各种妇科良恶性肿瘤的微创
手术治疗，包括多种入路的宫
颈癌根治术、子宫内膜癌分期
手术、早期卵巢癌分期手术和
卵巢肿瘤细胞减灭术等；对罕
见、复发、难治性恶性肿瘤的再
手 术 治 疗 及 并 发 症 的 手 术 处
理，尤其是需多学科协作的复
杂、特殊病例有独到见解；对妇
科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包括
化疗方案、时机的选择，化疗副
反应的处理，生物治疗的临床
应用均有一定的经验。

王凤翔：301医院，眼科副主
任医师，医学博士。擅长眼外
伤、视网膜脱离、白内障、青光眼

等疾病的诊治。应用现代玻璃
体视网膜显微手术治疗开放性
眼球伤、复杂外伤性视网膜脱
离，视网膜嵌塞、外伤性睫状体
脱离，脉络膜脱离等，应用视网
膜切开及切除技术对濒危眼球
的救治。眼眶爆裂骨折，间接视
神经损伤的救治及眼外伤的基
础研究方面处国内领先地位。
在国内最早开展玻璃体视网膜
手术，在重症开放性眼球伤视网
膜脱离，复杂性视网膜脱离，脉
络膜脱离伴视网膜脱离，复发性
视网膜脱离，高度近视巨大裂孔
视网膜脱离等的研究及治疗方
面处国内领先地位。能熟练进
行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
入日间手术。

朱捷：301医院，泌尿外科副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擅长泌尿
生殖系肿瘤的规范化、系统化、
个体化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治疗，微创泌尿外科手术（腹腔
镜、机器人腹腔镜、软镜技术）。

张然：301医院，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第四军医大学医学博
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心血
管内科博士后，全军心血管内科

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主要从
事冠心病和主动脉瓣狭窄的微
创介入诊断和治疗，以及围手术
期管理。擅长冠心病、心力衰
竭、心肌病、瓣膜病和高血压病
的诊断和治疗。应用冠脉腔内
影像和冠脉生理学指导下的冠
心病介入治疗，心血管急危重症
救治经验丰富。

崔荣太：301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神
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
神经内科各种疾病，尤其擅长神
经肌肉病、脑血管病以及运动障
碍病等诊治。

汤力：301医院，肾脏病科副
主任医师。擅长急性肾损伤、危
重症患者救治以及狼疮性肾炎、
紫癜性肾炎等继发性肾脏病、老
年肾损伤、代谢相关肾脏病、复
杂终末期肾脏病的临床诊治。

魏日胞：301医院，肾内科主
任医师、知名专家。擅长于诊治
急、慢性肾炎综合症、肾病综合
症、急进性肾炎综合症、狼疮性
肾炎、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损
害、缺血性肾脏病、老年性肾脏
病等原发、继发性肾脏病。对各
种原因导致的急性肾功能不全、

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一体化治疗
有较丰富的经验。

张海钟：301医院，口腔科主
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医学博士。擅长脸面部复杂外
伤骨折的手术治疗、口腔颌面部
肿瘤治疗以及脸面部畸形外科
修复治疗。

马水清：北京协和医院妇产
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擅长妇科良、恶性肿瘤的
诊断治疗，主要是宫颈病变、子
宫肌瘤、卵巢囊肿、宫颈癌、卵巢
癌、子宫内膜癌的治疗。

盛瑞媛：北京协和医院感染
内科，主任医师，教授。擅长感
染性疾病的诊治，包括不明原因
长期发热的诊断，经常参与重症
感染的抢救和院内外会诊或远
程会诊。参与抗微生物药物的
临床研究。对深部真菌感染、中
枢神经系统感染如各种脑膜炎
和脑炎、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和病
毒性肝炎的诊治均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

戴晴：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
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对
超声检查技术、诊断要素及超声
新技术有较好的掌握。擅长妇
产科、腹部、小器官等部位的彩
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丝绸之路”内涵广
阔，源远流长，更因近年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本书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
从专家的视野，以通俗的
笔墨，为读者提供一部丝
绸之路的轻松阅读文本。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
年，在东方文化与异域文
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过程
中，激发并形成了更加灿
烂的多元文明。本书从历
史与文化视角，阐述“一带
一路”的历史演进，重点讲
述上古、汉塘、宋明、晚明、
清中叶各个阶段中西交往
的历史。时间跨度数千
年，涉及众多地埋区域，较
为深入的地描述了表现在
人物、事件、器物、艺术诸
方面的文明的普遍性与特
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用
时间脉络一一串起。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
前近代亚欧大陆的通道，连

接着历史上各重要文明地
区。作者对丝绸之路的经
济商贸、政治军事以及文化
交流功能，进行了交光互影
的综合分析。在勾勒纷繁
而有趣的历史人物、事件、
器物和艺术生活的同时，深
入剖析文明的普遍性与特
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为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普
遍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
有益的启示。

历史是现实永恒的背
景。一部中西关系史，主
体就是西域、南海交通史，
中国与泰西（中南欧）地区
文化交流史，它们构成了
当今“一带一路”课题的历
史文化纵深。书中吸收了
学术界的前沿研究成果。
比如，据近年的考古发现，
关于杨良瑶早在唐德宗时
期（约785年）就出使大食
的史实，目前已经为中外
学者所关注。可以说，杨
良瑶是一位中国最早航海
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大大
提前了历史上中国政府推
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
但是普通读者尚不知道，
作者将此写入书中。又比
如，对于张骞之前中西交
往，作者结合当今考古成
就，做了视野开阔的分疏。
再比如，就中国四大发明
的西传，特别是指南针的
故事，分析了中国古代科
技轻理论重经验的局限
性，甚至对于当今“一带一
路”上的中西交流也提出
了可资借鉴的现实关怀。

（单联）

推 荐 书 单 作 品

不少人听过“水果最好连皮
吃”的说法。以苹果为例，它的果
皮含有较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和
矿物质，还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
质，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冠心
病等慢性疾病，降低发病率；苹果
皮比果肉的抗氧化性更强，可以很
好地保护细胞膜，因此具有良好的
抗癌作用；另外，苹果皮还含有丰
富的膳食纤维和二十八烷醇，能帮
助消化、增加抗疲劳能力。

打了蜡的苹果皮是否可以吃呢？

其实，苹果打蜡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
卫生标准》是允许给新鲜水果表面
打蜡的，但使用的蜡必须是规定的

添加剂，且添加要适量。这种合理
适量使用的添加剂对人体并不会
有什么伤害。

苹果表面为什么要打蜡？

苹果属于新鲜食用农产品，成
熟采摘后，在仓库放置一段时间，
或者运输到批发市场，时间过长表
皮就容易起皱，而在表皮打蜡可以
防止水分流失，解决表皮皱缩的问
题，延长苹果保存时间。另外，打
蜡后苹果表面光亮、新鲜、卖相好。
水果表面的蜡主要有三种：水果自
身的蜡、人工果蜡、工业蜡。

有的水果表皮本身就是含有
蜡的，例如苹果表皮，这种生于自
身的蜡是一种脂类成分，可防外界
微生物入侵，是保护自身的手段，
这种蜡完全可以食用。

人工果蜡是人工加上去的食
用蜡，它的主要成分是纯天然的虫
胶和巴西棕榈蜡，或者是从螃蟹、
贝壳等甲壳类动物中提取而来的

物质，这些物质本身都是可以食用
的，所以涂抹在水果表皮对人体并
无害处。

最后一种工业蜡则是一些不法
商家为了节省成本，偷偷涂抹在水
果表面的。这种廉价的工业蜡一般
是石蜡，它是从石油、页岩油或其他
沥青矿物油的某些馏出物中提取出
来的，含有铅、锡、汞等一些有害的
重金属物质。如果水果的表皮被涂
上了这样的工业蜡，其中的有害金
属物质会透过果皮渗进果肉。如果
经常吃这种打了工业蜡的连皮水
果，很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

食用蜡和工业蜡肉眼很难分
辨，有效的办法是在挑选水果时，
用手或餐巾纸擦拭水果表面，如果
能擦下一层淡淡的红色，这很有可
能是工业蜡，最好不要购买。

虽然有了鉴别方法，但还是建
议在吃苹果等水果之前，用温水或
盐水仔细清洗水果，当然，最安全
的方法还是去除果皮后再吃。

苹果打蜡还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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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汉月映西洋》

江南医院根据“专家型医院”的定位，聘请了国家一流、社会知名、群众公认的301医院、
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原南京军区总医院、原济南军区总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瑞金医院等著
名医院的院士、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等具有专业特长的高级专家，到江南医院进行
专家坐诊、专家会诊、专家手术、专家查房、医疗示教及开展医疗新技术指导，以及远程会
诊、绿色通道转诊等，为人民群众和患者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同样是鱼，为啥有的土腥味那
么重，是不是加了药？很多人有这
样的疑问。鱼的土腥味到底是从
哪里来？又该怎么去除呢？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水产
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系教授指出：淡
水鱼如鲤鱼、草鱼、鲢鱼等一般都
有土腥味，这与其生长环境有密切
关系。淡水鱼一般生长在池塘、河
川、湖泊里，这些地方腐殖质较多，
适合微生物繁殖生长。含有土腥
味的细菌附着在硅藻、蓝藻等浮游

生物以及一些水草上，淡水鱼通过
食物链会摄入这些物质，随之进入
肌肉、血液和组织细胞。大江、大
河、水库等大水面的水体腐殖质、
浮游生物明显少，生活在其中的鱼
类土腥味也比较弱。土腥味的成
分非常复杂，但对人体无害。目
前，没有证据支持鱼的土腥味跟药
物有关系。

购买淡水鱼时，应该挑选鱼鳃
丝清晰呈鲜红色、黏液透明、无异
臭味的，这样的鱼新鲜，土腥味也

轻；反之，鱼鳃颜
色 变 暗 呈 灰 红 或
灰紫色、黏液腥
臭 、气 味 不 佳
的，慎买。

烹 调 淡 水
鱼前，将鱼剖肚、去除污物后，在淡
盐水、淡醋水或淡茶水里浸泡半小
时以上，有助减轻土腥味。烹调时
再加入葱、姜、蒜等调料，可以去除
大部分异味。

（新华网 赵建元）

鱼的土腥味从哪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