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健康

2019.11.14��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B10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段丁

大叔患无法吞咽“怪病”

医生“奇招”助其康复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张阳 黄睿 罗灿）

食物一般经食管进

入胃部，而来自惠州的 56 岁邱叔却

患上无法吞咽的“怪病”，食物无法

流入食管却经由气道流入肺内，因

而导致反复肺部感染。 针对该情况，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科主

任马超教授为他实施基础治疗之

外， 还运用精准肉毒素注射为他降

低环咽肌肌张力， 最终让邱叔完全

经口进食并拔掉胃管， 成功助他康

复。

食物“走错路”进入肺部

5 个月前， 邱叔因严重发热、咳

嗽、咳痰等症状前往广州求医，最后

以重症肺炎收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救治。 在 ICU 监护了一个多

月后， 邱叔的病情逐渐稳定并转入

医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 由于抢

救后一直是通过胃管进食流质食

物， 邱叔体型消瘦且伴有营养不良

的症状。

为确保邱叔能安全经口进食，

医院为他安排了吞咽造影检查，却

意外地发现邱叔存在“环咽肌失弛

缓”症状。 这种症状使得在进食时原

本应经咽喉、 食管最终在胃内消化

的食物， 会因为食管上的环咽肌不

开放而经由气道进入肺内， 引起肺

部组织发炎， 从而导致反复肺部感

染和营养不良。

据马超介绍， 临床上神经系统

疾病是环咽肌功能紊乱的常见病

因。 然而，检查过程中，医生并没有

发现邱叔有神经及其他的异常，这

种情况在临床上是比较少见的。

精准肉毒素注射助康复

经过团队讨论后， 马超决定采

用分级多次球囊导管扩张术为邱叔

治疗， 并配合吞咽电刺激和吞咽功

能训练。

除基础治疗外， 马超还提出在

这一特殊病例中可对失驰缓的环咽

肌进行肉毒素注射。“原理是通过阻

断神经与肌肉接头之间的冲动的传

递，使肌肉张力下降。 但肉毒素注射

环咽肌也有一定的风险， 注射定位

不准确会使毒素弥漫至周围组织，

导致肌肉力量减弱而加重吞咽困

难。 ”马超介绍，团队最终采取了在

超声引导下进行肉毒素注射的方

案，使药物准确到达靶肌肉，在准确

降低环咽肌张力的同时也不影响其

他正常肌肉。

经一个多月治疗， 邱叔的吞咽

功能有了明显好转， 食物已可顺利

通过环咽肌进入食管。 接受了进一

步的强化摄食训练后， 邱叔已能完

全经口进食，并顺利拔除了胃管，得

以康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宋易倩）

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这些

神经变性疾病是老年人中常见的神经

系统疾病， 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广州市惠爱医院党委书记宁玉萍教授

指出， 我国 65 岁以上长者阿尔茨海默

病发病率已达 5.14%，记忆门诊是尽早

接触患者的窗口。 规范记忆门诊、记忆

病房和诊断实验室的建设，是早防早治

的重要方式。

记忆门诊可帮助痴呆早期发现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阿尔茨海默病

（痴呆）

患病人数已超过 1000 万，预计

在近 20 年内还会增长。宁玉萍表示，现

在尚无特效治疗手段逆转该疾病进展，

而随着病情进展，患者的社交、职业与

生活功能均会受到严重影响，是老年人

群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给家庭

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照料负担，

也给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带来重大挑

战。

接受规范治疗的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只有 20%，80%的患者没有被及时识

别。“以往老年人记忆力下降，大家都会

觉得是年纪增长出现的正常现象，没有

想过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 ”宁玉萍指

出，事实上，这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出

现记忆障碍的症状，到疾病发展到中重

度之后，目前的临床治疗药物已难以起

到显著效果，早防早治显得尤为重要。

“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早期

症状是出现记忆障碍， 此外还有注意

力、执行功能、语言功能、计算力、逻辑

推理等认知功能的衰退。”宁玉萍表示，

记忆门诊可全方位对患者的认知功能

进行评估，在生活方式、饮食调理、对症

治疗等实行针对性治疗。记忆病房是在

患者需要住院干预时， 提供专门的病

房、 专业的心理师和康复师为患者服

务；设立诊断实验室对相关生物标志物

进行识别则是早期诊断的重要手段。这

三者实现疾病管理的闭环，成为对阿尔

茨海默病进行专业综合干预必备的场

所。

惠爱医院开始干细胞治疗研究

11 月 8 日~10 日，首届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神经科学论坛暨神经变性病高

峰会议在广州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

及香港、欧洲、北美的近 300 名神经变

性病领域的专家、学者、临床工作者聚

焦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病的基础研

究，并对生物标记物、临床诊疗、药物研

发、干细胞治疗等相关领域深入交流讨

论。 宁玉萍透露，广州市惠爱医院和国

际知名干细胞研究领域专家、美国再生

医学研究所主任 Glive Niels Svendsen

教授以及比利时分子生物学教授 Eu－

geen Vanmechelen 达成初步合作协议，

筹建阿尔兹海默病分子诊断实验室和

干细胞治疗神经变性疾病转化研究实

验室。

“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制的最

新假说是相关小血管出现问题，无法将

营养运送至相关神经处。”中科院院士、

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

辉告诉记者，目前在他的一项研究中已

针对此病在枸杞中提炼对保护小血管

有利的多糖，实现抗阿尔茨海默病的作

用，下一步将展开临床研究，观察其对

不同疾病的效果。

“干细胞治疗可为多种传统治疗无

法解决的疾病提供代替方案，同时具备

安全性。”苏国辉表示，对于神经变性疾

病， 干细胞治疗可把已损伤的细胞替

换，移植进去的细胞可以抗炎症提供神

经营养因子，预计未来可产生很好的疗

效。

Glive Niels Svendsen 教授目前在

研究干细胞治疗应用于渐冻症取得一

定进展。 他表示，目前正研究对脑组织

提供支持功能的干细胞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将与广州市惠爱医院合作开展研

究，实现成果转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通讯员

李晓姗）

每年 11 月份第 3 个周三为世

界“慢阻肺”日，今年的主题是“齐心协

力，终结慢阻肺”。 据了解，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简称“慢阻肺”，俗称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是一种常的慢性呼吸道疾

病。而年龄越高，慢阻肺患病率越高，且

男性患者数为女性的 2.2 倍，死亡率也

居高不下，因此慢阻肺也被称为“沉默

杀手”。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科学主任蔡绍曦教授指出，全

社会应共同应对， 提高对疾病认知、提

高肺功能检查的筛查率，最终实现慢阻

肺早诊早治。

肺功能检查是“金标准”

蔡绍曦指出，慢阻肺致残及致死率

高，随着疾病进展，最终可导致呼吸衰

竭、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严重危害

人们的健康，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沉重的

经济负担。 但如果对高危险人群，尤其

是长年抽烟者进行戒烟干预，重视肺功

能早期筛查， 做到早诊早治早阻断；重

视确诊的慢阻肺长期规范治疗和管理，

定期监测和评估，定期复诊，注重日常

管理， 减少和避免慢阻肺急性加重，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可减少或避免因慢阻

肺致残或致死，并达到慢阻肺“长期缓

解”，以“终结”慢阻肺带来的恶果。

“实际上， 临床上可以遇到很多的

患者，拍胸片、CT 均没有发现问题，但

最后诊断为慢阻肺时，很多患者病情已

进展到中晚期，甚至呼吸衰竭。”蔡绍曦

介绍，呼吸道疾病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咳

嗽、咳痰、胸闷及气短。如出现这些症状

呈现慢性反复的过程，病人首先想到的

是拍片检查， 当拍片显示未见明显异

常，患者一般认为无大碍，而病人对疾

病知识的缺乏及对呼吸困难的感知能

力下降，是慢阻肺不易识别的重要原因

之一。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主任医师

赵海金也指出， 慢阻肺属于功能性疾

病，像是一把藏在身体里的“慢刀子”，

病程呈进行性发展，早期往往不容易被

识别， 有些患者肺活量可能已明显下

降，但拍胸片等检查看不出肺有什么异

样。

赵海金强调，肺功能检查是慢阻肺

早期诊断所必须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检

查项目。 如有下列慢阻肺危险因素，应

进行肺功能检查

（见附表）

。

患者要预防病情急性加重

对于已患慢阻肺的人而言，如何有

效预防其急性加重呢？ 赵海金指出，临

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是呼吸道感染和

烟雾刺激，呼吸道感染主要包括病毒和

细菌感染。 要有效预防呼吸道感染，慢

阻肺病人首先是平常需加强有氧锻炼，

加强营养，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增强

体质；其次是每年秋冬季节接种流感疫

苗和肺炎疫苗，通过疫苗的接种来降低

呼吸道感染的几率，从而预防慢阻肺的

急性加重； 其三是尽量远离污染空气

区，尤其是工业或交通废气污染严重地

区；其四是必须戒烟且远离二手烟。 他

表示， 临床很多患者病情已经很危重，

仍然难以割舍香烟，对这类患者除加强

健康引导外，可通过戒烟药物来帮助戒

烟。

赵海金强调，慢阻肺患者需要规范

治疗，定期监测和评估。 大量临床研究

证实，现有治疗药物如吸入支气管扩张

剂、联合吸入糖皮质激素可显著改善病

人肺活量，提高生活质量，预防慢阻肺

急性加重。尤其对于具有反复慢阻肺急

性加重的患者，临床医生及病人更应当

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加强出院后的长

期管理及康复训练。

干细胞治疗神经变性疾病前景可期

目前部分研究项目已取得一定进展

1.长期吸烟者（包括目前吸

烟和曾吸烟史

≧

10 包年）；

2.长期接触（或暴露）职业粉

尘者；

3. 长期暴露于生物燃料、烟

雾者；

4.有慢性咳嗽、咳痰、喘息、

胸闷或呼吸困难等症状者；

5.年龄

≧

40 岁者（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 40 岁以上慢阻肺流行

率 13.7%，60 岁以上为 27%）。

小心潜藏的“沉默杀手”慢阻肺

容易患上慢阻肺的危险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