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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早防才能早智
记忆力下降或语言表达异常应尽早排查

院间转运 紧急手术

体重不足三斤

早产儿成功获救

中秋佳节，电影《妈妈》让阿尔茨海默病
（简称AD）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本月是阿尔
茨海默病月，今年的主题是“知彼知己 早防
早智——携手向未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神经内科张楠主任医师从事AD临床诊治
和研究十多年，他对今年的主题做了解读，
“知彼”就是了解AD正确认知，拒绝“讳疾忌
医”，消除对AD的“污名化”和“病耻感”；“知
己”则是在专业机构应用专业筛查工具进行
患病风险初筛；“携手”则是希望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AD科普和志愿服务。

张楠说，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AD
患病率高达5.7%，患者接近1000万人。我市
60岁及以上人口按全国患病率计算预计在
11.7万人。 AD老人的大脑如同一个装满记
忆的沙漏，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一点点消
逝，最终完全丧失生活能力。尽管AD还无
法治愈，但如果每个人能对AD多了解一些，
就能在家人出现早期症状时，第一时间察觉
到，让他们接受规范的干预及治疗，就能够
和时间抢夺他们的记忆。

张楠建议，中老年人出现记忆力下降
或者方向感、语言表达和理解不如以前的
症状时，最好到医院认知障碍门诊就诊。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除了医学量表、脑核
磁检测，AD已经有了早期诊断的金标准，
高度怀疑该病的患者在高级别专科门诊应
用多探针PET检查和脑脊检测可以确诊。
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
病人经过生活方式优化、药物干预、认知训
练以及良好照护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记忆
力和认知功能、延缓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生，
更重要的是能让患者尽可能地保持日常生
活能力。刘教授是张楠随访了十年的病
人，他希望通过刘教授夫妇的经历和大家
分享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和感悟。

十分钟三次问毕业院校

前驱期是早诊断最佳时期

病例：“我们医院的认知障碍门诊有一

位随访了10年的老病人，令我印象深刻。”

张楠说，“刘教授第一次就诊时是老伴儿

陪着一起来的，老两口都是大学教授，那

时跟刘教授交流，她思维还很敏捷，只是

对最近发生的事容易遗忘，在聊天的过

程中问了三次我的大学毕业院校。这一

点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经过详细的询问

和辅助检查之后，判定刘教授是AD所致的

轻度认知障碍。”

张楠：AD是大脑中一些异常蛋白错误
折叠后沉积在大脑中导致的认知障碍性疾
病，主要沉积的异常蛋白包括β-淀粉样蛋白
和Tau蛋白。这两个核心病理标志会引起一
系列脑部病理变化，最后导致神经元凋亡和
坏死，出现的影像学或病理表现就是脑萎
缩。从时间轴上看，AD是一个连续的疾病
谱，包括长达10余年没有任何表现的临床前
期以及以记忆力减退或其他认知和行为障
碍为主要表现，但基本不影响生活能力的前
驱期，而最终发展成不断进展的痴呆期。其
实，早在临床前期，脑脊液和PET检查就可
以检测出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沉积。然而
由于没有任何症状，患者和医生很难在这个
时期筛查。

前驱期也就是刘教授首次就诊的轻度
认知障碍期，也是早期诊断的最佳时期。
情景记忆障碍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早期表
现，患者常对近期发生的事记忆有些模糊，
比如“昨天我做什么了”“我上周参加什么
重要活动了”。像刘教授这种短时间内多
次重复一个问题或找不到刚刚放好的东
西都属于情景记忆障碍。还有一些症状
是与患者头部受损区域相关，需要专业医
生鉴别。有些患者以语言障碍为主，早期
会出现找词困难的“失语”表现，讲话过程
中经常有某个词说不出来了。还有一些
患者会出现空间感障碍，比如家人说，“你
去厨房把那个杯子拿来”，患者在厨房呆
了好一会儿，回来却什么也没拿。家人可
能以为他忘了，但实际上他知道要去拿杯
子，但杯子和其他的厨具混放在一起，他就
是看不到这个杯子，是视空间出了问题。
“相当一部分患者和家属在早期阶段也

很难确定是不是病状。如果自我感觉目前
程度比较轻，也可以用自我随访的方法持续

观察三个月或半年，并与现在进行比较。如果
有下降，提示可能是病理性改变了。但如果一
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没有任何改变，衰老的
可能性大一些。现在也有一些自测量表可能
帮助早期筛查，比如说AD8（记忆障碍自测
表）。”张楠说。

下棋养花跳舞加服药

治疗需药物非药物双管齐下

病例：我们为她制定的治疗方案包括了药

物联合居家认知训练。老伴儿得知运动和益

智娱乐活动对疾病有预防作用，就每天白天陪

刘教授下跳棋、养花，晚上去公园跳舞，生活比

以前更丰富也更浪漫了。就这样维持了3年多，

刘教授的病情发展得并不严重。当然，她的记

忆还是像沙漏一样一点点流去。做饭时忘记放

盐，每天重复地给仙人掌浇水，坐公交车下错了

站，甚至忘记了一些物品的名字。在一次复诊

后，给刘教授预约了PET检查和神经心理学评

估，被确定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型的痴呆，尚处

于轻度阶段。

张楠：AD的早发现、早诊治对于患者、家
庭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早期诊断可
以促进自身进行健康管理，包括例如游泳、跑
步和棋类、球类、园艺等活动和合理膳食都被
证实有助于大脑抵御AD的病理侵害。其次，
早期诊断能帮助患者尽早启动治疗，包括认知
训练等非药物治疗和已经被证实有效的药物
治疗。此外，早期诊断能够让患者和家人提前
做好各种安排，比如照护计划、财务管理、危险
防范和并发症预防等。我国的调查结果显示
95.7%的参与者希望知道自己是否患有AD。

AD的早期治疗包括了药物治疗和非药物
治疗。现阶段，我国批准的治疗AD的三类药
物均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日常生活能力和总体功能的效果以及良好的
安全性。此外，截至今年，一共有超过140种
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中大部分可直接
作用于AD的病理生理学机制，能够影响和减
慢疾病进展速度。除了药物治疗，非药物治
疗也是AD重要的干预手段。目前应用较多
的是认知训练。医生通常会针对患者的记忆
力、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等开展训练，形式包括
纸笔游戏、电脑游戏或两者结合，目前使用较
多的是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的模式。既可以
居家训练，也可以一个人或以小组的形式在
医生和康复师指导下完成训练。此外，经颅
磁刺激、电刺激、光照疗法等也可能具有潜在
的效果。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非药物治疗同
样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盲目地听
信广告宣传。

照护者压力大负担重

60岁前发病需做基因检测

病例：在已有的药物基础上，老两口非常积

极，决定参加新药临床试验。庆幸地是，新药

似乎在刘教授身上起到了作用，认知功能和

生活能力的下降在相当一段时间都比较缓

慢。与普通病人七到九年的病程相比，十年

过去了，虽然刘教授的记忆渐渐清空，生活更

加依赖老伴儿照顾，但还能下地活动，部分生

活可自理，偶尔还能认出老伴儿，也没有出现

严重的精神症状。

张楠：早诊断、早治疗，再加上家人的不离
不弃和悉心照料，最大程度地维持了刘教授
的尊严，延缓了疾病所致的生活质量下降，减
轻了家人的痛苦和家庭的负担。刘教授的治
疗最需要感谢的是她的老伴儿。从刘教授患
病至今，老伴儿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不
厌其烦地帮她做认知和肢体功能训练，对延
缓刘教授的疾病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AD患者的照护者非常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他
们长期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2020年公布
的我国AD患者家庭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
AD的照护者负担沉重。80.12%的照护者不
得不一直看护患者，74.39%的照护者希望从
目前的生活状态中摆脱出来，还有68.60%的
照护者存在睡眠不足的问题。

受社会重视度提升、先进诊断技术应用以
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AD患者就
诊率快速上升。尽管如此，早诊、早治的病人
还是很少。AD的早期诊断是在详细病史和体
格检查的基础上，先以血液学和影像学等检查
排除其他可能导致认知障碍的疾病。再通过
PET或脑脊液检测，诊断的准确性超过90%。
值得期待的是，未来也可能通过更为便捷的血
液学检查作为筛查、诊断和疗效评估的工具。
对于有明确家族史的患者，特别是60岁之前起
病的早发型痴呆或者临床怀疑额颞叶痴呆的患
者，也可通过基因检测来排查，检测结果的解读
需要医生或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帮助。

我市泰达心血管病医
院（以下简称泰心）日前为
一名不足29周出生、出生
体重仅1公斤的低胎龄超
早产儿成功实施了动脉导

管未闭的心脏手术。术后，患儿恢复良好，平稳度
过围术期，并于手术第二天顺利转运回出生医院。

据了解，患儿康康（化名）在妈妈孕29周出
生，由于孕周严重不足、体重超低，出生不久，
就出现呼吸急促、心率加快的症状。经心脏彩
超检查，他被诊断为“动脉导管未闭（PDA）”。
动脉导管未闭是早产儿较常见的先天性心脏
病。动脉导管是胎儿时期维持血液循环的重
要通道，是连接肺动脉与主动脉的“桥梁”，负
责将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正常情况
下，新生儿出生72小时后，动脉导管会自然闭
合，但部分早产儿的动脉导管却迟迟关闭不
上，使得本不应该存在的动脉导管还像水泵一
样持续往肺血管内注血，导致肺循环血量增
加，而除肺以外的其他脏器却供血不足。动脉
导管未闭导致了康康肺淤血、心力衰竭，难以
脱离呼吸机。出生医院联系泰心医院心外一
科主任路万里会诊后，确认康康具有手术指
征。通过天津市新生儿先心病医联体机制，泰
心医院儿科ICU副主任李志朋率队，将患儿转
运至泰心医院。

送入 ICU、会诊、制定治疗方案，各项术
前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由于康康是超
早产儿、超低体重儿，多脏器发育不良，凝血
功能障碍，机体代偿能力低下，整个围术期治
疗难度极大，需要心外科医生精湛的技术和
敏锐的判断力，也需要麻醉医生、手术护士的
默契配合。在泰心医院多学科专家共同努力
下，康康成功接受了动脉导管结扎术，关闭了
错误的血流通道。术后，康康心率明显下降，
血压、氧饱和度也达到正常水平。现在，康康
已经被顺利转回出生医院，在新生儿 ICU继
续接受专业照护。 通讯员 王鹏

近日，我市人民医院手
足与修复重建外科接诊了
多位甲沟炎患者，他们中大
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甲沟炎引发手指、脚趾红

肿，严重的需要手术清除化脓组织。该科主
任陆芸提醒年轻人，得了甲沟炎一定要到正规
医院诊治，因为门诊经常会遇到在非正规诊所
修甲后，由于卫生条件不达标，造成感染加重，
趾（指）甲严重畸形，甚至无法保留趾（指）甲
的情况。

陆芸表示，甲沟炎是趾（指）甲周围的化脓
性感染，是细菌通过甲旁皮肤的微小破损侵袭
至皮下并生长繁殖引起。甲沟炎发生在足趾，
多因嵌甲或鞋子过紧引起，最多见于大拇指；
在手指，多因刺伤、撕剥肉刺或修剪指甲过短
等损伤引起。青少年学生，穿球鞋运动后局部
出汗多，再加之修剪趾甲过短，甲周围细菌乘
虚而入，常引起甲沟炎。女性朋友经常穿尖头
皮鞋，前面太窄，会把足趾的软组织挤起来，时
间一长也会形成嵌甲。轻微症状的甲沟炎可
以通过修甲去除刺入皮肤的部分趾（指）甲，局
部消毒达到治疗效果。中重度甲沟炎或反复发
作的甲沟炎，建议做根治手术治疗，把甲床切除
一部分使趾（指）甲变窄，再把甲皱襞修复好。
根治手术后，趾（指）甲就不会再刺入皮肤了。

陆芸建议，预防甲沟炎首先要讲究个人卫
生，勤洗手脚，尤其是活动后出汗多，要保持趾
（指）甲清洁干燥。其次是正确修剪趾（指）甲，
趾（指）甲不能修剪太短，两侧不能修剪过于圆
滑。一旦出现甲周围皮肤红肿情况，应尽早到
正规医院诊治，以免耽误治疗。 通讯员 李哲

入秋以来，我市天气昼夜温差加大。气
温起伏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容易诱发多种
疾病，带状疱疹就是一种常见疾病。近日，
我市中研院附院各皮肤科室带状疱疹患者
明显增多。据该院针灸科薛莉主任医师介
绍，中医称带状疱疹为“串腰龙”“蛇串疮”，
一旦患病需要尽早治疗，以减少带状疱疹后

遗神经痛的发生率，中医中药在带状疱疹治
疗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薛莉说，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VZV）经再激活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一年四季都有发病，春秋季节多发。此病好
发于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近年
来，该病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些高中学生，由

于学习压力大、免疫力差，也会患上带状疱疹。
该病除皮肤损害外，常伴有神经病理性疼痛，常
出现在年龄较大、免疫抑制或免疫缺陷的人群
中，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中医学认为带状疱疹初期多为湿热困阻、
湿毒火盛，后期多为火热伤阴、气滞血瘀或脾
虚失运，余毒未清。初期以清热利湿解毒为

先，后期以活血化瘀理气为主，兼顾扶正固本。
中医药采用“针药并举”的治疗方法，多管齐下
共治带状疱疹。除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证型选
方用药外，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可选用火针、电
针、局部围刺、刺络放血拔罐、穴位注射或埋线
和艾灸等方法治疗。与单纯口服西药相比，中
医根据患者不同的证型和体质，采用辨证论治
的方法，治疗该病有较好的效果。

对于带状疱疹初期患者，采用刺络放血拔
罐疗法，能达到活血化瘀、泻火解毒之效，以达
通则不痛之功，而对疱疹后遗神经痛者也有较
好的止痛效果，若早期就采用针灸治疗，多数病
人痊愈较快。 通讯员 陆静 雷春香

拔倒刺穿紧鞋
易患甲沟炎

手指脚趾红肿要去正规医院诊治

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能有效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记忆力下降等病症。 吴玥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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