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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分”青年辗转多家医院药物治疗无

效，患者家属苦不堪言

今年仅 21 岁的陈某，于去年 5 月无明

显诱因下自觉有人要谋害自己，自言自语、

自笑，自诉能看到颅内有太阳，发光后逐渐

变成黑色。 为了让陈某恢复正常，父母首先

带着他去到当地县级医院就诊， 经过几个

月的药物治疗情况有所好转。 正当全家人

为之庆幸时，陈某又突发新的症状，出现幻

听，自觉有很多人跟自己说话，说话内容丰

富，存在关系幻想，自觉别人喜欢自己，能

听到别人告诉自己非父母所生， 出现反复

洗手、关门等刻板动作。 后来经药物调整也

无法控制病情发展的情况下， 家人带着陈

某辗转于当地的市级和省级医院， 可治疗

效果依旧不佳并且出现了各种不良反应，

由此陈某开始拒绝服药。

随着病程的发展， 陈某逐渐出现记忆

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感淡漠、不愿意

与外界交流、生活懒散不想工作等问题，家

属对此既感到身心疲惫又无可奈何。 陈某

的父亲叹着气说：“这几家医院先后给予了

吡拉西坦、奥氮平、氯氮平、利培酮、喹硫

平、氨磺必利等药物治疗，但服药一段时间

后便出现了皮疹、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 吃

了那么多药，受了那么多苦，可是孩子的症

状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善， 我们都不知道该

怎么办了！ ”

直到后来有一次，陈某的父母在类似的

病友介绍下，了解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

医院脑科可以用第五代脑立体定向技术治

疗难治性精神病，在通过电话和该院脑科医

生取得联系进行详细咨询后，决定带着孩子

来做进一步检查。 在到达该院脑科后，任主

任对陈某的病史、治疗史、身体各项机能指

标等多方面进行了一一详细的检查。

虽然陈某的发病时间短， 但是在药物

治疗过程中对于氯氮平、奥氮平等“万能”

抗精神病药物敏感性差， 这也就意味着陈

某属于药物难治性精神疾病患者， 即使服

用再多的药也无法控制病情。 经检查，陈某

各项身体指标符合手术条件， 神经外科任

主任对其予以第五代脑立体定向技术治疗

并安排了微创手术。 术后，陈某的症状得到

了明显的控制，幻听、妄想、幻觉等症状都

得到了有效控制。 截至出院， 陈某病情稳

定， 无明显的副作用， 能积极主动配合治

疗，与家人正常地沟通与交流。

药物难治性精神病患者可推荐微创手

术治疗，助力其重回正常人生

众所周知， 第一代抗精神病药主要针

对多巴胺神经元进行治疗， 发展到第二代

时抗精神病药同时作用于多巴胺神经元和

五-羟色胺神经元。 但鲜为人知的是，外科

医生也可以通过手术阻断这两个神经通

路，使患者趋向正常，从这一点上看，微创

手术与药物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 有些病

人药物治疗无法控制症状， 是因为有些病

人药物的结合位点存在变异， 药效结合不

上去， 这也就造成了许多精神病人服药治

疗无效。 另外，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长期

的服药过程中， 抗药性及机体对药物的吸

收能力等条件会形成疗效受限， 微创手术

也因此有了存在的意义。

一般情况下，病程在 3 年以上，经药物、

电刺激、心理辅导等传统内科系统、正规的

治疗无效或反复发作的患者，可以采取手术

进行辅助治疗。 还有一种情况是，发病时间

短，但是对于氯氮平、奥氮平两种药物治疗

无效的患者也可以进行手术。 这是由于氯氮

平、 奥氮平是目前针对多巴胺和五-羟色胺

同时治疗精神分裂症比较好的药物，如果予

以这两种药物治疗都无效，那么其他药物所

起的效果更是微乎其微。

脑立体定向微创手术结合现代医学技

术以及影像学技术， 通过 DTI、MRI、CT

等影像融合对患者进行多靶点神经调控，

直接作用于多巴胺神经元与五-羟色胺的

结合点上，提高了患者对药物的敏感性，降

低了药物副作用发生的概率， 并且调控范

围远离大脑功能区、智能区等重要区域，因

此术后患者的智力、语言、行走、逻辑思维

等能力皆可以正常保留。（扫二维码预约有惊喜。 ）

青年患“精分”辗转多家医院药物治疗无效，微创手术助他重回正常人生

◆地址：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

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

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礼传东街

1号(地铁 6号线横沙 C 出口)

◆电话咨询:400-1169-120

当一个家庭中有一位亲人患有精神分裂

症，无疑是对家庭的巨大打击。 这时家属常常

会手足无措， 尤其是辗转多家医院进行药物

治疗效果不明显时，这种感觉会被无限放大。

而对于“精分”患者来说，因为受到病情和药

物副作用的影响， 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受尽折

磨，容易对治疗丧失信心。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

勃 通讯员 林惠芳 ）

得了口

腔溃疡，吃什么都疼，甚至疼

得说话都不利索……面对口

腔溃疡这些难缠的“小状

况”， 有些熬几天就过去了，

也有些要拖好长一段时间才

能好，甚至反复出现。广东省

妇幼保健院口腔科主任医师

黄群指出， 口腔溃疡的发生

与多方面原因有关，应“对症

下药”。

黄群介绍， 口腔溃疡是

常见的口腔粘膜病， 常见于

舌、颊、唇等部位的口腔黏膜

上长出卵圆形或圆形的表浅

凹陷型溃疡面， 表面覆盖有

黄色伪膜， 溃疡局部有明显

的灼痛感， 严重的甚至影响正常的进

食、言语及情绪，会给患者的生活带来诸

多困扰。“很多人觉得口腔溃疡无非就是

‘上火’， 或是蔬果吃得太少缺少维生

素，所以喝点凉茶、吃点蔬菜水果或

吃点维生素C就可以了。 ”黄群指出，

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引起口腔溃疡的

原因分有多种，需对应做好措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实习

生 毛洁 通讯员 白恬 黄璀玥 ）

体检

发现肝功能异常， 却被告知患了肝

病？ 近日，王女士在体检中发现肝功

能异常，进一步检查后竟被查出已经

早期肝硬化， 但却不是病毒性肝炎。

最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感染疾病科就诊后被确诊为自身免

疫性肝炎

（

AIH

，简称“自免肝”）

。

该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潘

兴飞表示，自身免疫性肝炎以发病隐

匿、常导致严重肝脏炎症、可快速进

展为肝硬化等特征， 被称作隐匿的

“肝脏杀手”。 他介绍，自身免疫性肝

炎与人体自身免疫反应有关，与很多

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类似，自免肝

是自身免疫系统“出错”导致，自身免

疫细胞错误地将肝细胞当做敌人进

行攻击，导致肝脏受损，以致出现肝

炎、甚至进展为严重的肝硬化等。

“有大约一半的自免肝患者可能

会出现误诊或漏诊。 ”潘兴飞介绍，自

免肝的症状表现隐匿，其常见的症状

是嗜睡、乏力、极度疲倦，此外恶心、

食欲不振、体重减轻、腹部不适或疼

痛也较常见，这些症状很多人不会联

想到是肝病。 此外，还有约 10%~20%

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只是在体检时

意外发现反复肝功能异常。

潘兴飞介绍，自免肝主要发生于

中、青年女性，这部分人群正好处在

育龄期。自免肝女性患者妊娠有一定

的风险，容易诱发肝炎活动，表现为

恶心、食欲不振、转氨酶及胆红素升

高等症状。很多在妊娠期病情稳定的

自免肝女性在产后会出现肝炎活动。

潘兴飞建议， 如确定患有自免

肝、备孕或已怀孕的女性有必要进行

专业的产科护理，同时在孕期、产后

定期进行评估与监测。

口腔溃疡原因多 对症下药可防治

肝功能反复异常？

小心患上“自免肝”

营养元素缺乏

1

长期偏食、挑食或食物过于精细时，可因维生素、

铁、锌等营养元素摄入不足而导致营养元素缺乏或营

养不良，进而导致口腔溃疡的发生。

预防营养元素缺乏所致的口腔溃疡，要做到均衡饮食，不偏食、不挑

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

应

对

植物神经功能失调

2

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情绪变化比较大，

或睡眠不充足的一种状态时， 可因植物神经功

能失调而增加口腔溃疡发病的机会。

日常生活中，需要保证规律的作息和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平常

应注意保持心平气和，减少烦躁和发怒。

应

对

口腔黏膜的刺激和摩擦

3

牙列不齐， 蛀牙或烂牙后锐利的边缘

未得到及时修补或处理， 咬颊的不良习惯

等， 都可因牙齿与舌头及唇颊黏膜不断产

生摩擦而出现创伤，进而形成溃疡。

平时要注意口腔的清洁卫生，对牙齿牙列问题或牙周病等，要引起

高度重视，发现问题时要及时治疗修复。 另外，过多煎炸、辛辣、刺多的食

物，也容易在咀嚼时造成口腔黏膜损伤，形成溃疡，所以溃疡易发的患者

应该少食这些食物。

应

对

口腔感染

4

不注意口腔卫生时， 可使病菌残留在口腔中，

诱发炎症而导致口腔溃疡的发生。

平时要做好口腔的清洁卫生， 养成饭后漱口和早晚刷牙的良

好习惯，口腔长溃疡时，也可早晚用生理盐水进行漱口，通过对口

腔环境的清洁，减少细菌感染的机会，以促进口腔溃疡愈合。

应

对

胃肠功能紊乱

5

口腔溃疡的病损与消化道黏膜破损及口

腔黏膜破损有关， 如果口腔溃疡伴有便秘、口

臭等问题，多为胃肠功能紊乱引起。

对于经常有便秘的人，应注意多喝水 ，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养成定期排便的习惯，以降低口腔溃疡的发生率。

应

对

内分泌紊乱

6

有些女性常在经期前出现口腔溃疡，这主要是因为口腔溃疡的发生也

与人体内的激素水平有关，女性经期前，或处于更年期的女性，也可因雌激

素水平下降而增加口腔溃疡发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