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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

据

2019 年公布的 CABANA 研究亚组数

据，与药物治疗相比，导管消融治疗可

显著降低所有年龄组患者房颤复发风

险， 其中 65 岁以下患者获益最大，全

因死亡风险下降 59%。 6 月 5 日，由强

生医疗主办的“治愈房颤，健康相伴”

房颤公益全国宣传活动在广州启动。

“房颤患者的心跳往往会达到

350~600 次/分钟，当心跳出现过快、过

慢或不规则时就是房颤， 通俗讲就是

心跳节奏乱了， 患者会出现心慌心悸

等症状。 该疾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乱’，

发作没有固定的诱因和规律，就像‘失

控’ 了一样。 房颤疾病具有发病人数

多、治疗费用大、并发症危害大、社会

认知度低的特点。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

内科薛玉梅教授介绍。

“虽然房颤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慢

性病，但治愈成功率很高。 近年来，随

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导管射频消融为

大部分房颤患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

疗选择，安全性高，还能减少药物副作

用，且成功率在 90%以上，被认定为房

颤首选治疗方式。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

外科郭惠明教授表示，“做过消融术的

患者，房颤复发率、其他并发症高血压

等影响因素也会随之降低。 ”

据统计， 我国房颤患病人数已超

1000 万， 每年用于治疗房颤的花费达

300 亿元，给患者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 除了高昂的医疗费用，房颤还

会导致脑卒中、 心力衰竭等其他严重

后果， 尤其对于部分没有明证症状的

房颤患者，更易延误治疗，导致心脏会

逐渐扩大， 增加心力衰竭以及脑卒中

的发生，甚至增加死亡风险。

广东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代成波

教授补充道，“由于患者比较难意识到

早期房颤， 抱有侥幸心理不去医院检

查，往往发展到严重的房颤，引发了中

风、瘫痪，甚至死亡，应尽早就医，高危

人群则应定期筛查。 抱有侥幸心理会

造成患者错过房颤治疗， 甚至可能是

治愈的最佳时机， 所以要树立‘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观念，注重心脏

健康和常规检查， 从而预防和减少房

颤的发生。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

讯员 宋易倩 ）

活泼开朗是孩子的天

性， 但过分活泼多动则成为孩子们

在生长发育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据

国内流行病学的调查统计， 俗称多

动症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在我国

学龄儿童中患病率高达 6.26%。 广州

市惠爱医院儿少病区主任程道猛副

主任医师指出， 多动症是伴随终身

的疾病， 学龄前是识别和治疗的黄

金时期。

多动症不治疗，后果伴随终身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影响

终生的慢性疾病， 远不止是‘小孩

病’， 它可持续损害患者在不同年龄

段的社会功能。” 程道猛指出， 多动

症表现出的注意力缺陷、 多动和冲

动， 不仅在孩子的学习上影响巨大，

也会导致在学校中人际关系的难以

处理， 连续受挫， 最终可能在未来

的生活和工作中带来辍学、 成年早

期失业和婚姻不幸等后果， 严重者

甚至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程道猛表示， 多动症必须要早

识别和早干预， 才能最大程度地减

少疾病所造成的后果。 多动症属于

神经发育性障碍， 很多在幼儿园阶

段就会发生， 如果不进行规范治疗，

患儿中的 60%~70%疾病会伴随至青

春期以后， 乃至终生。

“但是， 目前多动症的诊疗现状

并不乐观， 由于家长和老师对多动

症的认识不足及重视程度不够， 或

根本对此一无所知等原因， 导致患

儿未能接受及时和规范的治疗， 就

诊率不足 10%。” 程道猛称。

程道猛指出， 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有三大核心症状： 一是注意力缺

陷； 二是常见的多动 ； 三是冲动、

没有耐心。 家长往往更多关注多动

表现， 但其实患多动症的女孩子往

往是以注意力缺陷表现为主， 同时

多动和冲动表现基本上为捆绑性出

现， 更多的是三种表现会混合出现，

家长需要对三种核心表现都有所留

意。

学龄前是识别和治疗黄金时期

孩子天性活泼， 如何辨别出多动

症成为一个不小的难题。 程道猛表示，

关注活泼的“程度”，是分辨的一大法

宝。“其实，家长和老师只要密切关注

孩子的成长， 就会注意到孩子的改

变。 ”程道猛表示，出现注意力缺陷或

多动、 冲动表现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以

上；或者出现功能性的损害，如简单的

课业成绩远远低于正常孩子的水平，

排除智力因素后， 则应该高度怀疑多

动症。 另外，孩子也会出现控制不了情

绪的状态。

多动症患儿的就诊高峰是 6~7 岁

和 10 岁前后， 当孩子出现明显的成

绩问题时， 家长才会予以关注。 但程

道猛指出， 多动症的典型症状， 往往

在幼儿园阶段就会初露端倪， 而幼儿

园升小学的这段时期， 即是多动症识

别和干预的黄金时期。 “越早干预，

治疗效果越好。” 程道猛表示， 进行

规范化治疗一到两年， 很多多动症的

孩子可恢复到正常状态， 而越晚治

疗， 效果越差。

广州市惠爱医院儿少科心理治疗

师殷炜珍告诉记者， 目前治疗多动症

的药物建议 6 岁后儿童使用， 但除了

药物治疗， 心理行为干预手段也效果

显著。 她介绍，目前，心理行为治疗主

要是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等方法， 帮助

患儿进行行为管理， 提升情绪管理能

力和社交能力， 帮助家长科学客观地

对待多动症和调整教养方式。 一般而

言，治疗 4~6 周时可观察到症状减轻，

但通常在 10~12 周时才显示出最大效

果。 所以，如果治疗的前几周，孩子症

状没有明显的改善， 不可自行停药或

停止干预。

殷炜珍介绍， 目前其医院团队正

开展多动症儿童团体干预， 针对患儿

注意力、社交技能、规则意识的培养，

也不定期利用周末的时间为家长开设

科普课程，可关注“惠爱 ADHD 防治

中心”微信公众号参与。

广东省健康科普作品大赛

开始征集作品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记者

获悉， 广东省医师协会健康传媒工作

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健康传播高峰论坛

将于 6 月 29 日在广州举行，目前正处

于抢座报名阶段。 此外，2019 年广东

省健康科普作品大赛开始正征集作

品。

记者了解到， 该会议开通无纸化

会议系统， 可关注广东省医师协会微

信公众号进行在线报名参与。 2019 年

广东省健康科普作品大赛则分为讲解

类、视频类、平面类和科普文章类，可

将作品报送至大会搭建的活动报名平

台。其中，讲解类大赛报名截止日期为

6 月 10 日，健康科普视频、平面类、科

普文章报送截止日期为 6 月 15 日，并

将于 29 日对遴选出的优秀作品进行

现场评选。

眼部整形

需慎选医生资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

眼部

整形是技术精细度要求最高的手术之

一，操作于毫厘之间。在 6 月 6 日国际

爱眼日， 记者从广州紫馨第五届韩国

美眼节获悉， 该院根据韩国眼部整形

的特点， 引进纯韩眼部整形技术以及

纯韩的细致服务流程给消费者科学指

引。

该院院长李政

祐

表示， 好的眼部

整形需要根据求美者上眼睑皮肤的弹

性、张力，上睑提肌力，量身定制 6 个

极微定点微创手术， 可达到切开重睑

的持久效果。 中方眼整形专家曲学延

表示，人一天眨眼超过 2 万次，可以说

是脸部最辛苦的器官，也最早衰老。因

此应慎重选择正规医院及有经验和资

质的专家来做眼部整形。

新生儿耳畸形矫正

越早越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通讯

员 白春玲）

耳畸形的发病率高。 记者

日前从南部战区总医院齐向东主任团

队获悉，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调研结

果显示， 中国平均每天约有4296例较

严重的持续性耳畸形患儿诞生。

齐向东表示， 许多家长认为新生

儿的耳朵长得不好不需要重视， 随着

孩子年龄增大就可能会长好， 这其实

是一个认识误区。研究表明，用矫正系

统治疗出生1周内的患儿，治疗有效率

达96%，6周内的有效率为90%，之后随

着年龄增长治疗效果越差。 耳畸形越

早矫正效果越好。 出生6周内的宝宝，

有杯状耳、招风耳、隐耳、挛缩耳、耳轮

脚异常、 耳轮异常甚至复杂的耳形态

畸形，都可以通过耳矫正系统治疗。

据悉， 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怀

训整形艺术公益基金的支持下， 南部

战区总医院联合基金会启动了“救助

畸形贫困患儿”项目，设立资助基金10

万元，计划在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

为20名畸形贫困儿童进行治疗。

多动症干预治疗 学龄前是黄金期

多动症的三大核心症状

确认多动症的症状

导管射频消融治房颤成功率达 90%以上

需树立早发现早诊治的正确“防”颤观

一是注意力缺陷；

二是常见的多动；

三是冲动、没有耐心。

孩子出现注意力缺陷或多动、冲

动表现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以上；

或者出现功能性的损害，如排除

智力因素后，简单的课业成绩远远低

于正常孩子的水平；

孩子出现控制不了情绪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