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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讲堂

“面具脸”不苟言笑 行动迟缓刷牙变慢

三四成帕金森病被抑郁掩盖

健康视点

混淆。这些都直接导致患者诊断延误较为严重，
通常患者从发病到确诊的时间为 19 至 29 月，
即
便在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
治疗率也不到40%，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更低。近年来，
随着老年社会
的到来，居民对帕金森病重视度认知度日益提
高，
该病知晓率、
就诊率、
控制率正在逐步提高。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家住我市的王先生今年 65 岁，七年前因为
持续地情绪低落被诊断为抑郁症，已经吃了七
年抗抑郁药。四年前，一向行动迟缓地他走路
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小。精神科医生建议他
看看神经科，这一次他被诊断为帕金森病。吃
了七个月治疗帕金森病的药后，他觉得症状没
有改善，就停药并接着吃抗抑郁药。这两年，王
先生走路越来越困难，到了 2020 年下半年已经
无法行走只能靠轮椅出行。神经科医生再次诊
断他患有帕金森病已经进入疾病的中晚期。
王先生的家人从网上了解到，一部分帕金
森病可以通过脑部手术获得有效治疗，他来到
我市环湖医院神经外科，希望做手术。医生告
诉他，近年来，
国内外帕金森病的手术治疗发展
很快，但该手术适应症选择非常严格。在术前
评估阶段，王先生被告知不适合手术治疗。此
后，王先生开始在环湖医院神经内科接受规范
的帕金森病治疗，在陈蕾主任医师的精心治疗
下，帕金森病症状明显改善，
一个月后竟摆脱了
轮椅，走着来复诊了，
情绪也有了可喜的变化。
“抑郁常常伴随帕金森病患者的整个病
程，其发生要早于手抖等症状。因此 30%至
40%的帕金森病患者早期被诊断为抑郁症，
并长时间服用抗抑郁药，被抑郁掩盖的帕金
森病会很快进展，患者往往在六七年内就发
展到生活无法自理。”陈蕾说。她提醒抑郁症
患者及其家属，当患者出现行动迟缓、身体发
僵，感觉手发笨了，打鸡蛋、切菜、刷牙都不像
以前那么灵活了，走起路来胳膊也不甩动，或
者面无表情不苟言笑就需要到神经专科排查
帕金森病。

静止时手抖是常见症状
抑郁睡眠障碍也要排查
陈蕾说，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有很多，主要
分为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运动症状主要有

专家谈病

早诊早治首选药物治疗
全程管理延缓症状发展

护士在帮助帕金森病患者做康复训练
静止时单侧肢体震颤、关节屈曲、短促步态的小
碎步、字越写越小的小写症、行动迟缓如刷牙变
慢等。随着帕金森病科普知识的普及，有运动
症状的患者就诊率已经大大提高。而以非运动
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患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
们中很多人确诊前都服用过多种药物，看过很
多医生，以看精神科、消化科最为常见，直到运
动症状出现才得到确诊。
陈蕾说，帕金森病的非运动症状往往早于
运动症状出现，也更为隐蔽更易被忽视，这些症
状主要包括情绪异常的神经精神症状、睡眠障
碍、自主神经症状和胃肠症状等。神经精神症
状主要指抑郁、焦虑、情感和表情淡漠等，特别
是抑郁症状在帕金森病早期即可出现，统计显
示，大约 40%的患者在发病早期易被误诊为焦
虑症或抑郁症。而抗抑郁药物有可能加速帕金
森病的进展，患者的抑郁症状也会随之严重。
另外，帕金森病患者的睡眠障碍也非常多见，与
心理原因导致的睡眠障碍不同，帕金森病患者
的睡眠障碍会出现夜间喊叫、踢打动作甚至由
床上跌落到地上的情况。此外，帕金森病患者
的自主神经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等膀
胱功能障碍，以及怕冷、怕热、发汗异常、多汗等
体温调节障碍。而这些又常常与前列腺疾病、
更年期症状混淆。在帕金森病患者中胃肠道功
能障碍也很普遍，如出现便秘、肠道排空不畅
（便不尽感）。

发病率上升年轻患者增多
知晓率就诊率控制率提高
随着社会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环境因素的
影响，
帕金森病患病率逐年增长。根据目前资料
统计，我国 65 岁以上人群帕金森患病率为男性
1.7%左右，
女性1.6%左右，
每年还要增加10万新
发病患者，多数患者在 50 岁到 70 岁之间发病。
大约不到10%的患者有家族遗传因素，
多见于45
岁以前发病的年轻患者，
现在通过基因检测可以
获知他们是否携带突变基因，
能帮助其他家庭成
员尽早防治。就环境因素而言，
接触某些杀虫剂
和除草剂，
工作环境接触某些化工产品、
油漆、
汽
油、
重金属如锰等均有可能诱发帕金森病。
我国有超过 300万帕金森病人，
全球约有超
过 3 成的帕金森病人在中国，
帕金森病已成为继
肿瘤、心脑血管病之后中老年人的
“第三杀手”
。
而调研显示超九成大众对帕金森病认识不足，
帕
金森病仍处于就诊不及时、延误诊断率高、治疗
率低的现状。分析认为，
就诊不及时主要因为病
人症状不明显，认为自己患了其他疾病，或者没
有重视自己的变化，
还有的人担心自己得了帕金
森病不愿就诊，也有的是经济条件有限。另外，
很多医生对该病也缺乏必要的了解，
常常将帕金
森病与其他神经性疾病、
精神疾病和一些老年病

陈蕾说，
帕金森病最主要的病理改变是脑黑
质多巴胺能神经细胞的变性死亡，
由此引起纹状
体多巴胺含量显著减少而致病。在患者出现症状
的时候，
往往中脑多巴胺神经元已经损失了80%
以上，
所以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是争取延缓帕金森
病进展的重要因素。而单纯的脑部影像检查以及
血液和生化检测并不能确诊该病，
这就使得帕金
森病的确诊有很强的专业性。中华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编写的《中国帕
金森病治疗指南》指出帕金森的诊断要通过脑部
影像排查、
问卷测评等多种方式才能最终确诊。
在治疗方面，陈蕾表示，目前帕金森病尚无
法治愈，诊断后，治疗首选用药，且是整个治疗
过程中的主要治疗手段。调查发现，发病后 1
至 3 年内便开始规范用药的帕金森病患者，在
自理能力、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等方面明显优
于发病后 4 至 6 年才开始治疗的病人。需要提
醒患者的是，帕金森病用药没有最好只有最适
合，其个体化差异较大，需要专业医生的精细调
整，以达到疗效最佳、维持时间更长而运动并发
症发生率最低的目标。近年来，安装脑起搏器
的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手术（DBS）也取得了
很大进展，相当多的患者从中获益。该手术尚
不能根治疾病，但能够减轻运动障碍症状，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术后病人仍需长期药物治疗。
陈蕾认为，
帕金森病还要注重疾病的全程管
理，按照医嘱定期复查，并根据复查结果调整药
物以期长期获益。患者在服药的同时可以开展
健身操、太极拳、慢跑等运动以及进行语言障碍
训练、
步态训练、
姿势平衡训练等康复疗法，
这些
对改善症状乃至延缓病程进展有一定帮助。陈
蕾特别提醒帕金森病患者，
要警惕一些医疗机构
打着科学前沿的幌子鼓吹所谓的治愈疗法，
因为
帕金森病的治愈仍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

掏耳朵不慎捅穿耳鼓膜

伤口处理别着急抹红药水紫药水

康复期洗澡洗头堵上耳朵切忌进水

清水冲洗伤口表面才是第一步

刘女士春节前网购
了一套采耳工具。近
日，她为母亲掏耳朵时，
母亲突然一声咳嗽，采耳工具捅进了耳朵深处，
老母亲顿时感到耳朵里面疼痛难忍，声音也发
闷。到医院检查医生说鼓膜穿孔，需要静养 3
至 4 周才有望恢复。
据我市第三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陶树
东说，鼓膜穿孔是一种常见的耳部疾病，是由
炎症或外伤引起的鼓膜破裂或缺损。常见的
病 因 有 感 染、外 伤、挖 耳、火 星 溅 入、小 虫 飞
入、烧伤、掌击、颞骨纵行骨折、气压伤等。鼓
膜 是 位 于 外 耳 道 底 ，中 心 微 向 内 凹 入、椭 圆
形、半透明的薄膜，厚度仅有 0.1mm，它在声
音的空气传导中起着重要作用。鼓膜穿孔后
常表现为突然的耳痛、耳内出血、耳鸣、耳闷、
听力下降，气压伤时，可因气压作用使听小骨
强烈震动而致内耳受损，出现眩晕、恶心、混
合型听力损伤等。耳镜检查可见鼓膜多呈不
规则裂隙状穿孔，穿孔边缘及耳道内有血迹
或血痂。

鼓膜穿孔的治疗因穿孔的时间长短而有所
不同。第一，刚刚穿孔的。打架、掏耳等引起的
穿孔属于外伤引起的鼓膜破裂穿孔，如果穿孔
不大，病情不重，也没有感染，一般可于 3 至 4
周内自愈。第二，鼓膜穿孔三个月。如果穿孔
较大而 3 个月内不能自愈的或并发感染者，则
按中耳炎进行治疗，穿孔不愈还可择期做鼓膜
修补术。第三，耳膜穿孔十年以上。这属于陈
旧性穿孔，会造成听力下降。如果自己觉得对
生活没有影响，也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的话，可
以选择保守治疗，平时注意保护耳朵别进水，避
免感染。但是对于需要佩戴助听器的患者和耳
朵总是反复流脓、流水对的患者来说，
最好接受
手术治疗。
陶树东提醒市民，鼓膜穿孔康复或者等待
手术期间一定要注意切忌耳朵进水，尤其是洗
澡洗头时一定把耳朵堵上，更不能游泳。另
外，尽量避免着凉，防止捏鼻子擤鼻涕，以及避
免耳勺，棉签掏耳，防止将外界病菌带入耳道，
引起感染。
陈颖

春暖花开，卸下一身厚
重的棉衣，皮肤却增加了磕
磕碰 碰 导 致 各 种 伤 口 的 机
会 。临床 中医 生 们总 会 遇
见错误的伤口处理方式，比如伤口抹上“红药
水”
“紫药水”，导致医生无法判断伤情；肚脐眼
伤口撒上烟丝灰导致继发感染；足部伤口洗脚
后越来越严重等等。那么有了伤口该如何正
确处理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外科医
生彭娟提醒市民，
正确的伤口处理首先需要用清
水冲洗伤口表面异物，
然后用干净的无色毛巾或
布料保护伤口，随后到医院就医即可，
不建议涂
抹任何东西或者药物。盲目地涂东西会诱发感
染、
增加疼痛；
掩盖伤口，
不利于医生对伤口进行
分度和治疗；
增加清创难度，
延长治疗时间。
彭娟说，一些很小而浅的伤口可以先对伤
口周围皮肤做消毒处理。在消毒产品的选择
上，医用酒精、碘伏、双氧水这些消毒物品各有
长短。75%医用酒精不适宜用于伤口内部消
毒，一些特别脆弱的部位如眼睛口鼻附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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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部以及各种慢性伤口等，也不能直接涂擦，
会影响伤口愈合。碘伏比酒精消毒范围更广
泛，比碘酊对皮肤的刺激性更小，安全性更高，
对皮肤黏膜无刺激、无腐蚀，而且可在创面上
形成一层保护膜，不易让细菌及尘埃再次侵入
伤口，适合于婴幼儿皮肤消毒，但对碘过敏者
禁用。医用双氧水是家庭中最广泛用于擦拭
伤口的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应用双氧水时要严
格控制浓度不高于 3%，否则会引起局部皮肤
烧伤，并且不要长时间使用，有研究表明，反复
在伤口内使用双氧水不利于伤口愈合，甚至会
加速伤口恶化。
彭娟还特别提醒市民要重视手足部位小的
伤口，处理不当极易发展为甲周感染、脓肿，严
重的要拔甲、影响肢体功能，甚至截指、趾、肢。
手足伤口首先需要避免继发感染，不能沾水，比
如洗脚、洗碗等等；
其次伴随有红肿疼痛意味着
可能皮肤感染，除及时就医外，还需要尽量制
动。最后提醒糖尿病患者，手足伤口一定不要
自行处理，避免发展为
“糖手”
“糖足”
。
张艺卓

食疗+推拿解决宝宝积食
7 岁以上可以服用中成药
俗话说，
“儿要安，常带三分饥和寒。”节日期间
不少孩子因为不节制的饮食引起消化不良，这也是
近期我市中医一附院儿科、推拿科积食患儿增多的
原因。
据该院推拿科赵娜博士介绍，积食患儿大多出
现厌食、腹泻、腹痛等症状，积食化火还引起了内热
造成便秘、口疮等。家长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孩子
是否发生积食。口气臭。凑近孩子的小嘴巴闻闻，
或者让孩子哈一口气闻一闻，有没有酸臭味，如果有
八成是积食了；舌苔厚。舌苔湿润，均匀成片，紧贴
舌面，中间厚边缘薄，
揩之不去，刮之不易脱落，在孩
子身上出现多表示食积；肚子胀。孩子的小肚子鼓
鼓的，敲一敲，
和小鼓一样。有时孩子自己也会说肚
子胀，不想吃东西，
并且不喜欢大人按肚子。
如果孩子已经积食，可以采取食疗＋推拿的方
法来调理。食疗可以煮一锅苹果山楂水，具有消食
导滞的作用。做法是山楂（10 克）用淡盐水泡洗干
净；去蒂，切小块；苹果（1 个）洗干净去蒂去核；切小
片，和山楂块一起入奶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
开，转小火煮约 8 分钟；加入适量冰糖调味，煮至糖
化后不掀盖，放至常温再喝即可。
小儿推拿可以揉板门、掐四横纹、运腹来调理。
具体操作如下：揉板门。操作者一手持小儿手部以
固定，另一手拇指端揉其大鱼际平面。一般操作 1
至 3 分钟；掐四横纹。操作者一手固定小儿 4 指，使
其掌面朝上，另一手用拇指指甲逐个掐揉掌面食、
中、无名、小指近侧指间关节横纹处，每处 3 至 5 次；
运腹。右手示、中、无名、小指掌面和掌根部呈拱手
状，扣放于肚脐水平线上，先以掌根部着力，腕关节
略背伸，上臂主动用力，
在受术部位所在水平面做弧
形推送；
继以示、中、无名及小指四指掌面着力，腕关
节略屈曲，前臂主动用力，
在受术部位所在水平面做
弧形回带，如此反复操作 1 至 3 分钟。
最后，如果是大人或者 7 岁以上的孩子积食也
可以选择吃一些中成药，如保和散、大山楂丸、健胃
消食片等等。
苏玉珂

健康速递
明天有爱耳日义诊
明天是第 22 个
“全国爱耳日”
。我市第三中心医
院耳鼻咽喉科将在该院门诊三楼举办爱耳日义诊。我
市第一中心医院将在该院互联网医举行线上义诊。届
时，
耳鼻喉专家将为市民免费诊疗，
接受患者咨询。根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统计，
截止2010年
我国听力残疾人数为2054万，
为残疾总数的首位。我
国每年新增聋儿约 3 万，
近 2 亿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有听力障碍者约占30%。

医大朱宪彝纪念医院有多个义诊
本周，
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将举行多个
义诊。3 日上午，
该院耳鼻喉科联合老年病科在门诊
一楼大厅举行“爱耳日”义诊。届时，将有 20 个免费
听力诊查名额，
现场还有助听器试戴活动。
本月 8 日上午，该院内分泌科还将在门诊大厅
举行三八节妇女义诊活动。内分泌专业医疗和护理
团队将免费为患者测评和检查骨密度，并制定治疗
方案。

中医二附院设儿童健康管理专病门诊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日前设立儿童健
康管理门诊。该门诊以
“保障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为目标，开展儿童健康体检、智力评估、运动评估、言
语发育评估、喂养与营养指导、生长发育监测、行为
神经发育评估及早期干预指导。门诊将发挥中医药
优势，除了采用中医中药内服防病治病，还配合推
拿、艾灸、微针针刺、穴位贴治等外治方法促进儿童
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