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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总不好 鼻子不灵了 梦里拳打脚踢

中老年人有这些事要防帕金森病

健康视点

状不明显，多数患者是震颤、僵硬、运动迟缓
等典型症状难以控制才就诊，他们中有 55%
的病人确诊前都有在骨科、心理科就诊的经
历，有的人甚至因颈部僵硬症状做了颈椎手
术，也有的以情绪低落、反应迟缓服用了七
八年抗抑郁药。另外，很多医生对该病也缺
乏必要的了解，每个帕金森病患者从出现症
状到首次确诊通常需要 1 到 2 年时间。在
治疗方面，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帕金
森病治疗率不到 40%，在农村和偏远地区
更低。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中帕金森病患病
率男性约为 1.7%，女性约为 1.6%，这与发达
国家基本一致。朱晓冬说，以此计算，
我市帕
金森病患者在 2 万人以上，但目前各大医院
患者总数估计在 5000 人左右，还有大量病人
没有得到治疗。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本月 11 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今年的
主题是“关爱帕金森患者的生活质量”，我
市多家医院开展了有关帕金森病防治的各
类活动。
10 日，我市首个帕金森病一站式诊疗中
心在医大总医院正式启动，作为帕金森病患
者综合治疗和长期管理服务的基地，该中心
集合了总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临床心理
科、康复医学科、医学影像科、全科医学科等
多学科优势，将为帕金森患者提供更优质的
诊疗条件和治疗技术，以实现“一次就诊，关
爱一生”的服务目标。9 日，我市环湖医院为
帕金森病患者举行了“帕友”运动会，70 多位
帕金森病患者在医生们的指导下踊跃参加了
斗转星移（铁勺运乒乓球）、凌波微步（乒乓球
拍转运）、得分王（投网球、投篮球）、健步走以
及帕金森康复操等活动。环湖医院神经内科
二病区主任、帕金森病治疗专家陈蕾的帕金
森病治疗团队创建了病友会和患者微信群，
每年都会组织队员们开展多种活动。
“对帕金
森病人的关爱不仅是在治疗上，鼓励患者主
动运动，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给予他们充分
的理解和细致的护理，才能真正提高帕金森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
陈景润、巴金、拳王阿里深受帕金森病折
磨，国人知道帕金森病也是从他们开始。随
着老年社会的到来，一双双颤抖的手让人们
开始了解帕金森病，帕金森病不再罕见。
“我
国帕金森病状况不容乐观，每年新增病例约
10 万人，预计到 2030 年，全球一半的帕金森
病人会在中国，将达到 500 万人。帕金森病
的防治急需切实行动，帕金森病患者亟待社
会更多关爱。
”
医大总医院神经内科帕金森病
治疗专家朱晓冬主任医师说。

帕金森病名称已为人熟知
知晓率就诊率治疗率不乐观
在帕友运动会上，身穿粉色卫衣配牛仔
裤的王女士看上去比其他病人年轻很多，跟
着护士们跳健身操的动作也有模有样。其
实，王女士 49 岁就出现帕金森病症状，至今
已经 9 年。她说，2012 年前后工作和生活令

手抖并不等于帕金森病
发病前 5 至 10 年就有症状

我市环湖医院为帕金森病患者举行“帕
友”运动会。图为患者参加网球转运项目。
摄影 王倩
她疲惫不堪，经常精神不集中，
做事情没精打
采。后来她发现自己走路越来越慢，反应也
变得很迟钝。有一次走在路上一个好心人告
诉她鞋掉了，她才发现自己光着一只脚走路，
鞋子落在身后一米多远的地方，鞋子什么时
候离开了脚她毫无感觉。之后，她开始意识
到自己可能病了，但去了很多医院都不能确
诊，直到 2016 年才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帕金
森病，之后在我市环湖医院接受规范治疗，病
情很快稳定。现在她的手机里有好几个帕友
群，她说北京、上海的病人中有不少都是 40
多岁的企业高管、社会精英，
他们的工作压力
都非常大。
“王女士 49 岁出现运动症状到确诊整整
4 年，多年来，大家对帕金森病的名称可能
已不陌生，但多数人对帕金森病的了解还非
常不足。帕金森病在我国依然是知晓率、就
诊率、治疗率都较低的疾病。”陈蕾说。陈蕾
主持的一项帕金森病患者调查也发现，仅有
3.75%的患者在最初发病时意识到自己有可
能得了帕金森病；就诊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该病进展相对缓慢，63.75%的病人早期症

陈蕾说，
王女士最初的行动迟缓症状是帕
金森病的典型症状。帕金森病典型症状有运
动迟缓、
静止性震颤和肌强直。静止性震颤就
是静止时手指出现
“数钞票”
或
“搓丸子”
样颤
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手抖，
但活动或用力时
消失。这种手抖往往从一侧手开始，
多为不对
称性；
肌强直是指肌肉僵直，
如果出现在面部，
则表现为表情僵硬、
眨眼少，
俗称
“面具脸”
，
四
肢活动时也感觉很沉重或没有力气。运动迟
缓则表现为活动刚开始困难吃力、缓慢，
如走
路迈不开脚俗称小碎步、
字越写越小的小写症
等。随着疾病的进展，
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下降，
书写、
系纽扣、
剃须、
洗脸等动作都会比较
笨拙和困难。需要提醒的是手抖并不等于帕
金森病。还有一些手抖属于生理性手抖、
心理
性手抖，消除起因、辅助心理治疗即可缓解。
甲亢等疾病也可有手抖症状。
“帕金森病还有一些非典型症状，
其出现
要早于典型症状 5 至 10 年。如果王女士仔
细回想，极有可能在她 40 出头就有了一些非
典型症状。
”
陈蕾说。国际运动障碍协会发布
的《帕金森病临床诊断标准》，将嗅觉减退列
为确诊帕金森病的支持标准之一。因为约
90%以上帕金森病患者在出现手抖等运动症
状之前的 3 至 7 年就存在嗅觉减退情况。此
外，睡眠行为异常、便秘、不宁腿综合征、抑郁
等非运动症状也都大大早于典型运动症状。
为此，她建议如果 50 岁之前出现持续性的嗅
觉减退，闻不到花香饭香；睡眠行为异常，熟
睡后拳打脚踢，练“无影脚”将老伴儿踢下床

或者自己掉下床；抑郁，心情不好，变得沉默
寡言，不爱说笑；
便秘，肠道排空不畅，
总有便
意或者好几天才大便一次等情况则可视为帕
金森高危人群，应密切注意自己是否有运动
迟缓、迈不开脚步、手抖等情况，一旦发现要
尽早就医。

中年非运动症状早干预
运动晒太阳喝茶咖啡延缓发病
朱晓冬说，在人脑中一个叫“黑质”的地
方，专门合成名为“多巴胺”的神经细胞。多
巴胺在调控人体运动和精神活动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多巴胺神经细
胞死亡达到一定程度，导致脑中缺乏多巴胺，
就会出现帕金森病症状。年龄老化（50 岁以
上）、环境及遗传是多巴胺神经细胞过度死亡
引发帕金森病的重要因素，目前已知的环境
因素包括杀虫剂、除草剂、煤气中毒、吸毒以
及甲醇、二硫化碳、锰、汞等重金属中毒，特别
是长期接触除草剂的人群需高度警惕，而遗
传并不是该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只有约 10%
的帕金森病患者有家族史。另外，工作生活
压力大导致的长期大脑紧张状态也是该病的
诱发因素，这也是帕金森病 40 多岁年轻患者
日益增多一个重要原因。
“帕金森病一旦出现运动障碍等典型症
状，其多巴胺已经损失 70%，需要接受非药
物、药物以及手术等终身治疗。但如果 40
多岁的人发现有帕金森病的非典型症状，则
可以通过干预极大地延缓甚至阻止手抖等
典型症状的出现。目前已知的有效干预措
施包括有规律的有效运动、阳光直射下晒太
阳、喝绿茶或现磨咖啡、多吃西兰花、葡萄
籽、虾青素、海藻、大蒜等抗氧化食物或营养
制剂。”朱晓冬说。
朱晓冬说，
目前帕金森病尚无法治愈，通
过药物等综合治疗，
能有效控制和减轻症状，
患者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和工作，并不明显影
响寿命，也不会传染。其中关键要实现早诊
断、早治疗。他认为有非运动症状的帕金森
病高危人群可以及时做多巴胺转运蛋白
（DAT）、
突触核蛋白异常聚集等检测来排查。
他特别提醒帕金森病患者，帕金森病药
物治疗个体化差异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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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随意加
大减小剂量。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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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衰肝衰生命垂危 ECMO 助力连闯四关

9 家医院联合成立溶酶体贮积症协作组

花季女孩赢得新生

携手推进罕见病规范化管理

日前，我市第三中心医院心脏科团队应
用 ECMO 等技术成功抢救一名突发暴发性
心肌炎的花季女孩，助力她连闯严重心力衰
竭、肝功能衰竭、脑血管并发症、深静脉血栓
形成等四道
“生死线”
，终于康复出院。
准备高考的高三学生小李（化名）因为持
续发热、咳嗽来到第三中心医院急诊就诊，检
查发现她心功能、肝功能严重受损，
凝血功能
严重紊乱，肝酶升高达正常值的 50 多倍，已
经处于心源性休克状态，医生考虑是暴发性
心肌炎，紧急将小李收住心脏重症监护室
（CCU）治疗。医院心脏科重症监护团队立
即组织抢救，但一系列常规抢救措施后，小李
的病情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好转，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据了解，暴发性心肌炎是心肌炎最
为严重和特殊的类型，患者会迅速出现心脏

泵功能衰竭或者严重心律失常，并可伴有呼
吸功能及肝肾功能的衰竭，常导致猝死，早期
如缺乏强有力的支持措施，死亡率高达 70%
以上。在暴发性心肌炎急性期内，适时应用
ECMO 支持是帮助患者渡过难关的“终极神
器”
，
专家们决定为小李实施 ECMO 治疗。
ECMO 转机运行后，
小李情况得以稳定，
但是尿量仍少，肝功能也继续恶化。为帮助
心、
肾、
肝功能恢复，
医生又给予她连续肾替代
（CRRT）和人工肝治疗。接下来的几天，
小李
病情继续加重，
CCU监护、
护理团队和ECMO
团队每天进行病例讨论，
并多次组织多学科会
诊，
细化每一步治疗方案。在ECMO治疗7天
后，
情况开始好转，
小李心功能逐渐改善，
并顺
利撤除 ECMO 治疗，
成功过渡到普通病房，
最
终恢复出院。
陈颖 稂与恒

我市罕见病诊
疗协作网溶酶体贮
积症协作组日前成
立 ，市 儿 童 医 院 、医
大总医院、市第一中心医院、市第三中心医
院、市第五中心医院、医大二院、中医一附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市环湖医
院等市内 9 家医院成为协作组首批成员。
协作组的成立旨在健全我市罕见病管理体
系，推动溶酶体贮积症的早筛、早诊和规范
化治疗以及全程管理。
据 我 市 医 学 会罕 见 病 分 会 主 任 委员、
市儿童医院罕见病诊疗专家张碧丽介绍，
溶酶体贮积症是一组罕见的遗传性代谢疾
病，是由于基因突变致溶酶体中有关酸性
水解酶缺陷，导致机体中相应的生物大分

医疗动态

健康周刊

子不能正常降解而在溶酶体中贮积，引起
细胞组织器官功能的障碍，可导致全身多
系统器官的病变，包括肾脏、神经、血液、心
血管、皮肤、内分泌、消化等系统。全球已
知的罕见病病种约有七千种，只有约 5%的
疾病有药可治。戈谢病、庞贝病、法布雷病
及黏多糖贮积症Ⅰ型等溶酶体贮积症是为
数不多的一组可诊可治的罕见病，却极易
因误诊、漏诊丧失治疗机会。其中法布雷
病误诊率甚至超过 90%，约 30%的溶酶体
贮积症患者要看 5 至 10 名医生才能确诊。
这四种疾病均被列入国家首批 121 种罕见
病目录。目前，我市已将戈谢病和庞贝病
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患者
的治疗负担大大减轻。
史小波

饮食节制起居规律 养肝护脾不熬夜

“春困”
惹人恼专家来支招
随着天气转暖，
许多人不仅晚上睡不醒，
白天也感到困倦、
疲
乏、头昏欲睡，
这就是
“春困”
“
。春困”
是病吗？怎样预防
“春困”
呢？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心身疾病科主任医师梅妍表示，
中医认为导致春困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冬天阳气封藏不及，
阳
气生发不足。二是肝气郁滞、
气机不畅。三是脾的运化失常。
如何应对“春困”，梅妍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饮食节制，
起居规律。二是注意养肝。肝主藏血，喜条达，恶抑郁，与胆
相表里。肝脏为调畅人体气机升降的关键脏器之一，对人的
情志非常重要。肝脏对应的季节为春季，
主木，有欣欣向荣的
意思。春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一定要早些起床，借助太阳的
升发之气使人体的肝气得到充分的升发。如果起床很晚，人
体阳气得不到很好的升腾，则容易出现头昏沉，睡不醒，发蒙
等情况，还会影响第二天的夜间睡眠。三是保持良好的睡
眠。夜间 11 点到 1 点是子时，对应肝胆经运行的时刻，睡眠
中肝胆经可得到很好的养护，夜卧血才能归于肝。如若连续
熬夜，不能在 11 点之前入睡，日久损伤肝血，气机紊乱，则形
神受损。所以应睡子午觉，早睡早起，不熬夜，使肝血得到很
好的养护，阳气才能正常的生发，
克服
“春困”
的困扰。
梅妍还提醒市民，
一些器质性的疾病，
诸如甲状腺功能减退
等也会有春困的症状。如果春困又伴随情绪低、
身体懒或是周
身不适，
而不能自行缓解时，
建议及时就医，
尽早诊断。
陆静 雷春香

医大二院机器人手术超 400 例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自 2020 年 3 月开展机器人手术
至今，已经成功实施 400 例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其
中前列腺癌根治术 120 余台、肾部分切除术 80 余台、全膀胱
切除手术 70 余台、半尿路根治性切除手术 40 余台。目前达
芬奇机器人辅助腔镜手术已经成为该院泌尿外科常规术式。
与此同时，该院微创泌尿外科团队还成功开展全腔镜下原位
新膀胱术、完全保留前列腺周围结构的后入路前列腺癌根治
术、肾门复杂肿瘤保留肾脏手术、全腔镜下一体位上尿路肿瘤
根治性切除术等，并在国内多个顶级泌尿外科诊疗中心介绍
相关手术技术细节，推广天津经验，
不断引领国内微创泌尿外
科手术技术的发展。
宋晓琳

肿瘤宣传周多家医院有义诊

门诊动态

本月 15 日至 21 日是第 27 个全国肿
瘤防治宣传周，15 日为“中国抗癌日”。
我市多家医院都将举行肿瘤疾病义诊。
15 日至 21 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科、甲状
腺颈部肿瘤科、肝胆肿瘤科、泌尿肿瘤科等 23 个科室党员专
家，通过该院互联网医院开展免费线上义诊活动。12 日起，
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已经正式开放义诊预约通道，可提前预
约专家号源免费咨询，约满即止。
15 日上午，在肿瘤医院 D 座门诊楼前，开展乳腺、颌面耳
鼻喉、胃及消化道、肺部、妇科、淋巴瘤等肿瘤疾病的线下义
诊。16 日上午 ，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科岳欣、乳腺肿瘤内科
何丽宏，与肿瘤医院团员青年共同走进和平区朝阳里社区，为
社区居民开展健康讲座和免费咨询。
此外，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将于 15 日上午，在该
院一楼门诊大厅举行义诊。届时，该院肿瘤科王海龙主任将
带领肿瘤科医师为市民义诊咨询。我市第三中心医院泌尿外
科将在 16 日上午举办泌尿男生殖系肿瘤及泌尿外科其他疾
病义诊，地点在该院门诊三楼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