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健康

2021.4.8��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B06

责编：刘伟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校对：叶春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朱

波 朱一艺 ）

近日，69 岁的邓阿姨吃完

晚餐后，右上腹隐隐作痛，贴了几天的

止疼贴也不见好转， 反而越来越剧烈，

痛得她站不直，睡不着，还出现了高烧、

呕吐等症状。 后经医院 CT 检查发现竟

是胆囊重度炎症水肿，胆囊胀得像拳头

一样大， 随时可能穿孔引起全腹腔感

染，危及生命。 对此，专家提醒，突发腹

痛不要盲目使用止痛贴，最佳方案是及

时前往医院就医。

据邓阿姨回忆，当时晚餐后出现腹

痛，她和家人都认为是“吃撑了不消化，

引起了胃痛，没什么大事”。 但几个小时

过去，她还是感到腹痛便把止痛贴贴在

疼痛部位，一连贴了几天，以为可以缓

解疼痛。

然而一周过去了，邓阿姨的腹痛不

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剧烈，痛得她

站不直，睡不着，还出现了高烧、呕吐等

症状。 家人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急忙

将其送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急诊科，经腹部 CT 检查发现竟是胆囊

重度炎症水肿， 胆囊胀得像拳头一样

大， 随时可能穿孔引起全腹腔感染，危

及生命。

接诊邓阿姨后，急诊科请肝胆外科

二区值班医生紧急会诊，评估病情后当

即表示：患者胆囊体积明显增大，而且

腹痛剧烈，出现高热和呕吐，已经进展

到坏疽性胆囊炎，随时可能穿孔引起全

腹腔感染，危及生命，需急行腹腔镜胆

囊切除术。

术中，肝胆外科医生团队通过腹腔

镜探查，发现胆囊大如拳头，已经发生

了部分坏死，并且与周围的小肠、结肠

广泛粘连。 医生小心翼翼分离胆囊周围

的粘连， 清除渗出的脓液和坏死组织，

最终成功把坏疽的胆囊切除并取出。

据广医二院肝胆外科二区主任邵

子力教授介绍，胆囊炎被称作节日“明

星病”， 因其常在进食油腻饮食或饱餐

后半夜发病， 也容易让很多人误以为自

己只是吃撑了消化不良导致的“胃病”，自

行贴止痛膏或吃胃药， 其实病根却在

“胆囊”。 邓阿姨最初只是轻度胆囊炎症，

但因未到医院及时治疗， 导致炎症逐步加

重，进展为坏疽性胆囊炎，最终不得不采取

切除病变胆囊的方式“保命”。

邵子力教授提醒广大患者，如果突

发腹部疼痛不适，千万不要自行贴止痛

膏，或者盲目服用止痛药，急腹症止痛

反而会掩盖病情进展，对医生判断病情

造成干扰，增加诊断难度，耽误治疗。 最

佳方案是及时前往医院咨询专科医生，

接受专业治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简

文杨 戴希安）

近日，记者从中山大学附

属第六医院获悉，该院兰平教授团队在

《柳叶刀》子刊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上，发表了一项关于“新冠肺

炎患者出院后90天的胃肠后遗症”的研

究成果。 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后普遍有胃肠后遗症，包括厌食、恶心、

反酸和腹泻。

记者了解到，此项多中心回顾性研

究由中山六院、中山大学胃肠病学研究

所和全国多家医院及研究机构合作完

成。 由中山六院研究生翁敬容和博士生

李屹晨，邹一丰主任医师和朱立新副研

究员、兰平教授等共同完成。 研究发现，

大量新冠病人出院后出现疲劳、 肌无

力、睡眠苦难、焦虑、抑郁和肺功能受损

等长期后遗症。

该团队去年4月针对“武汉以外新

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胃肠症状”发表的研

究表明，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胃肠道症

状非常普遍。 综合病人的病历信息发

现，下降的血氧饱和度和服用质子泵

抑制剂

（一种抑制胃酸的药物 ）

会导

致胃肠后遗症的发生率上升。 相反，

病人住院期间使用肠内营养可降低

胃肠后遗症的发生率。对于每个具体

的胃肠后遗症，研究发现血氧饱和度

下降会导致出院后厌食的发生率上

升，而男性患者的厌食发生率比女性

患者更低，但男性患者腹泻的发生率更

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黄睿 张阳 卜璐璐 ）

2021 年 4 月 11 日

是第 25 届世界帕金森病日。 根据有关

调查， 我国帕金森病患者到 2030 年将

超过全球患者数的一半，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老年神经变性专科陶恩祥

教授指出，帕金森病发病症状除了常见

的运动不协调等情况，还有其他易被忽

视的症状，因此科学、正确地辨识帕金

森病并及早就医是面对疾病的关键。

帕金森病存在多个症状

陶恩祥教授指出，帕金森病起病隐

匿、进程缓慢,确诊难度高,非常容易被

忽视。

公众熟知的帕

金森病症状是“抖”，

其实，帕金森病的典

型运动症状还包括

动作迟缓、 震颤、肌

强直、姿势平衡障碍

等。帕金森病患者在

包括行走、 书写、吞

咽、说话等动作时常

常表现缓慢； 在起

床、翻身、扣纽扣等

动作时表现困难。在

静止时， 患者的手

脚、头部甚至嘴唇下

颌可能出现不自主

地震颤，并在情绪紧

张时加剧震颤；同

时，患者的身体失去

柔软而变得僵硬，易

造成平衡障碍，出现小碎步、前冲步态、

开步及转身困难、“冻结步态”等。

据悉，运动症状并不是帕金森病的

全部表现，帕金森病患者不仅以运动症

状为核心症状， 还会出现嗅觉减退、便

秘、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等非运动症状，

例如：失眠（包括入睡困难、早醒、觉醒

次数增多等）、生动的梦境、噩梦和白天

思睡；思维、情绪和记忆力改变，常见有

抑郁和焦虑，认知功能减退严重甚至痴

呆；尿频、尿急、性功能障碍、体位性低

血压等； 严重的患者可以出现错觉、幻

觉、妄想等精神症状。

科学规范是帕金森病治疗关键

虽然目前帕金森病仍然是一种不

可治愈的疾病，但全球医研人员都在广

泛地开展研究，以期可以寻找到病因和

治愈帕金森病的方法。 陶恩祥教授介

绍，帕金森病应强调综合性治疗，以药

物治疗为主，与康复理疗、心理治疗、日

常生活调整和外科手术等相结合。

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种类较多，用

药方案需依据病情个体化，选择合适的

药物，用药剂量应该以产生满意疗效的

最小剂量，必要时根据病情缓慢增加剂

量。 随着疾病的进展，所需服用的药物

剂量越来越大，服用药物的种类也越来

越多，因此帕友或是照料者要注意规范

规律服药，时刻注意药物副作用。 有疑

问时，应及时咨询医生，忌突然停药。

目前，治疗帕金森病的手术方法主

要有两种包括脑深部电刺激术和神经

核毁损术， 两者可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患者的症状， 但后者因其创伤性

和不可逆性需要更为谨慎的评估。

同时， 病友应当注意日常生活习惯

及生活方式，适当进行康复锻炼，减少

并发症的产生。

又讯

由陶恩祥教授牵头成立的

“岭南帕金森多学科诊疗中心” 成员包

括来自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科、放

射科等多学科的多名知名教授专家，围

绕帕金森病等运动障碍疾病进行诊疗。

为更好地宣讲帕金森病相关知识，提高

群众对帕金森病的认识，给“帕友”介绍

更多更专业的诊疗方法，团队将于 4 月

8 日

（周四）

下午 14：30 至 17：30 在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北院区药学部六

楼会议室举办帕金森病日大型科普义

诊活动。

除了“抖” 帕金森病可能还有这些症状

（一）专家现场义诊

义诊时间 ：

2021

年

4

月

8

日（周四）下午

14:30

至

17

：

30

义诊地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北院区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

路

107

号）药学部六楼会议室

义诊专家： 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神经内科陶恩祥主

任医师、梁嫣然副主任医师、陈

颖主治医师、彭素丹医师等

（二）科普讲座

帕金森病简介 陶恩祥主

任医师

脑起搏器手术在帕金森病

中的应用 梁嫣然副主任医师

帕金 森 病

的家庭照护和

社会支持 陈颖

主治医师

帕金 森 病

的 药 物 治 疗

彭素丹医师

帕金 森 病

的非运动症状

卜璐璐医师

【活动信息】

新发现：新冠肺炎患者普遍有胃肠后遗症

腹痛贴止疼贴 延误病情险送命

医生提醒：不要盲目使用止疼贴！

帕金森病患者不仅以运动症状为核心症状，还会出现嗅觉减退、便秘、睡眠

障碍、焦虑抑郁等非运动症状，例如：失眠（包括入睡困难、早醒、觉醒次数增多

等）、生动的梦境、噩梦和白天思睡；思维、情绪和记忆力改变，常见有抑郁和焦

虑，认知功能减退严重甚至痴呆；尿频、尿急、性功能障碍、体位性低血压等；严

重的患者可以出现错觉、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

帕金森病患者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