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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老年痴呆可以由多种原
因引起，阿尔茨海默病仅是其
中一种。”针对外界流传自己
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一事，知名
科幻作家韩松9月14日通过
微博解释，目前没有确诊为阿
尔茨海默病，只是诊断为“认
知异常”“日常生活异常”，还
有脑血管病和记忆衰退等。9
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
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老年医
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郑慧芬
带领大家了解阿尔茨海默病
——这块“脑海中的橡皮擦”。

痴呆有多种，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一

“阿尔茨海默病并不能和
老年痴呆直接画等号。”郑慧
芬说，出现认知障碍，有多种
原因，比如因为脑梗等脑血管
缺血性疾病导致的痴呆也比
较常见，被称为血管性痴呆，
是痴呆中的一种。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
也会与认知功能相关。自身
免疫性脑炎、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抑郁症、甲减、脑外伤
等，都有可能引起相应的认知
障碍，都是在确诊阿尔茨海默
病时需要排除的。

郑慧芬表示，阿尔茨海默
病的确诊较复杂，发生认知障

碍了，还要进一步区分是语言
功能、记忆力、计算力、空间定
位等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

“我们会有详细的量表供认知
障碍的患者来评测，同时还要
做 头 颅 核 磁 共 振 甚 至
PET-CT等影像学检查，和阿
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生化检查、
脑脊液检查等等，最终才能确
诊阿尔茨海默病。”

不是“绝症”，病情有可能“踩刹车”

阿尔茨海默病在很多人
眼里，相当于一种无药可医的

“绝症”。但郑慧芬认为，倒不
用如此悲观。阿尔茨海默病
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早期发病症状隐匿不易察觉，
且病程缓慢进展。目前的医
学水平没有办法治愈阿尔茨
海默病，没有办法让患者病情
逆转。但不能“开倒车”，不意
味着不能“踩刹车”。“我们临
床上，有不少患者在合理用
药、科学干预后，病情可能几
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控制
得好的患者，有一二十年都保
持了很高的生活质量。”

郑慧芬还提醒，除了正规
药物治疗外，预防阿尔茨海默
病还需要进行生活方式的干
预。熬夜、久坐、吸烟饮酒、高

盐高脂饮食、压力大等都是高
危因素，把这些高危因素扭转
过来，对疾病控制有帮助。

不要“宅”，人际交往对预防有帮助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早诊
断、早干预、早治疗至关重要。
家人和亲友应留心身边人可能
已表现出来的早期症状，如近
事遗忘、日常家务处理有困难、
言语表达不清、理解力下降、情
绪不稳定等，及时带老人就诊。
预防上，除了控制相关疾病、保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外，鼓励老年
人参与象棋、堆积木、打牌等益
智活动，对维护脑功能有好处。

郑慧芬提醒，尤其要重视
社交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无
论是普通人还是已经有了早
期 症 状 的 老 人 ，都 不 能 太

“宅”。“我们正常和人交流，能
全方位调动大脑功能。这种
对于大脑功能的多方面刺激，
远比刷手机、看电视剧要丰富
得多。我们特别鼓励老人保
留和拓展朋友圈，多出去聚会
活动。家中有认知障碍的老
人，家属要尽量陪他们出去走
一走，鼓励他们和其他人交
流，始终保持人际交往的频率
和密度，来延缓疾病的进展。”
（摘编自《扬子晚报》）

防老年痴呆，不能太“宅”
大多数心梗患者发病有

一定时间轨迹，如能及时发现，
尽早就医，就能争取宝贵的抢
救时间，降低致残、致死风险。

发病前 1 个月 研究发
现，超过半数心肌梗死患者在
心源性猝死前 1 个月曾出现
症状，且九成在猝死前 24 小
时会再次出现症状，但只有
19%的患者呼叫了救护车。
通常，前期症状表现包括：胸
闷、胸痛、心慌、呼吸不畅、腹
痛、牙疼、不明原因的恶心和
呕吐等，如近期曾出现，应提
高警惕，及时就诊。医生会为
患者排查是否出现心肌缺血
迹象，这时冠状动脉还没有完
全堵塞，及时采取措施就可以
避免随后的心梗发作。

发病前 1小时 患者感觉
前述症状越来越重，预示着心
脏中的一支冠状动脉马上就要
完全堵塞。此时要尽早就医，

还有机会把心梗扼杀在摇篮
里。一旦延误，心梗便会发作。

发病 心梗发作时，症状严
重程度到达顶峰，患者会感觉
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呼吸困
难，满头大汗，甚至有濒死感。
此时，应马上停止活动，安静休
息，立刻拨打120寻求急救。

发病后几小时 医生会根
据病情选择冠脉介入或冠脉
搭桥术，以尽快开通堵塞血
管，减少心梗面积，降低致残、
致死风险。

术后8小时 如手术顺利，
患者术后8小时即可遵医嘱开
始康复运动，在床上抬抬手脚，
如果没问题，可以坐起来。

出院 经历过急性心梗的
患者，出院后除遵医嘱规律服
药、定期复查外，还要从心底接
受心梗这个事实，建立战胜疾
病的信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心内科主任医师 刘健）

心梗发作有条时间线

倒睫是常见的老年病，好
发于下睑。倒睫会引起眼痛
流泪，严重的会影响视力。

少量倒睫可以拔除或电
解。不过，机械性拔除只是暂
时缓解异物感，睫毛在 2—3
周内再生，又会卷土重来。电
解法可以破坏毛囊，使该处睫

毛不再生长，但针对数量多的
倒睫也不适合。而且，电解毛
囊形成的瘢痕，可能会带来新
的倒睫。睑缘内翻、倒睫数量
多的患者应行睑内翻矫正手
术来治疗倒睫，效果更确切、
持久。（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 张健）

倒睫毛拔干净就好？

老年人的夜间照护一般从晚饭
后开始，持续到次日早晨。帮助睡眠
与意外防范是重点。

环境舒适 老年人对温度的感知
能力不是太强，又比较怕冷，所以老
年人的室内温度冬季在20℃左右，夏
季在28℃左右较为合适。同时老年
人视力不太好，建议采用床头灯、壁
灯等柔和的灯光照明，方便夜间起
床。房间放置的家具以简单实用为
主，不带棱角，避免碰撞。房间保持
空气流通，卧室的地面和卫生间要防
滑，预备专用的带扶手的坐便器。

晚饭早吃 老年人一般晚上九十
点就要睡觉了，如果七八点才吃晚
饭，易出现腹胀、便秘等消化不良的
情况，还可能影响睡眠质量。照护者
应尽量安排老年人7点前吃完晚饭。
晚餐以素为主，不可过饥过饱，禁用

刺激性和高脂性餐，也避免喝茶、酒、
咖啡等兴奋类饮品，以免影响入睡。

按时入睡 老年人一般夜间睡眠
时间较短，为保证睡眠质量，照护者
可安排老年人每天在固定时间入睡，
睡前一个小时可适当运动，用温水泡
脚，选择纯棉质地的床单和被罩。

防止意外 照护者要防老年人出
现夜间摔倒、腿抽筋、心脑血管病等意
外。夜间起来要先开灯。心梗、脑梗等
病约有半数在夜间或凌晨突然发病，老
人要避免猝然坐起，起床要慢。建议
夜间不要看刺激性电视节目，减少熬
夜，坚持规律服药，避免情绪波动、过
度劳累，寒冷天气不要用力排便。家
中可安装一台具有红外线夜视功能的
监视器，一旦老年人病情突变，家人能第
一时间发现并处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内科护士长余艳兰）

夜间照护须做好意外防范

湖北武汉31岁的李先生近期查
出肾囊肿。据他自述，好几年前在体
检中就得知有囊肿，但一直没有不舒
服，就没当一回事。医生询问他之前
的囊肿数量和大小时，他努力回想，
只记得有一个，很小。可他这次查出
来的囊肿不止一个，而且其中一个的
个头还不小。“医生告诉我，如果有去
年或前年的检查结果，就能得知囊肿
的生长变化和速度。但我完全不记得
体检报告放哪儿了。”李先生在朋友圈
表示，以后体检报告再也不乱扔了。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体检科主
任夏燕妮指出，保存好体检报告非常
重要。一方面，它可以方便大家对健
康状况进行前后对比，对于了解自己
的身体变化是很好的参照；另一方

面，如果已经存在健康问题，更应保
留好检查报告，因为它能对病情的变
化、进展速度提供参考。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体检中心主
任么冬爱也表示，体检的作用是为健
康放哨，提示风险概率。而连续的监
测，往往能提示出身体健康趋势。人
的健康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单看某一
年的数据可能还好，把几年的数据放
在一起比对，就能体现身体持续发生
的一些变化，一些潜藏的疾病风险就
可以现形。“我建议至少应该保留好最
近三年的体检报告。比如血压、血糖、
血脂的指标。如果每年都在升高，那
也意味着，你从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
饮食、作息的调整，才能有效地避免疾
病的发生。”（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体检报告至少要保存3年

本报与湖南孝
星乳业有限公司合
作，携手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感恩读者福利活动，反响
越来越火爆。湖南长沙65岁的杨群
前不久就因为给高龄的母亲送上了
湖南孝星乳业生产的中老年奶粉

“唐立降”，受到了母亲的夸赞，“母亲
说，还是我最懂她的心，送金送银，
不如送份‘健康’让她更觉得暖心”。

杨群介绍，自己是在老同事那
边知道的这款羊奶粉，“我们常在一
起锻炼，有位身体不太好的同事，许
久未见突然出现，还主动给我们分
享了他的养生经”。杨群的老同事
认为，除了保持锻炼，适当的科学饮
食也很重要，对方向他推荐了“唐立
降”，杨群恰好在本报看到了读者活
动，于是买上两罐，中秋节时作为礼
物带回了家。

家人团聚，兄弟姐妹拿钱的不
少，但母亲一概婉拒。杨群介绍，这
是母亲不愿给子女增添负担，但唯
独他送的礼物，母亲留下来了，“母
亲说这个好，她自己和邻居聊天时
常提起，想喝点试试看。她还开玩
笑说，要和我一起来养生”。

爱喝“唐立降”的不仅仅是读
者，快乐老人报社社长赵宝泉也是
这款产品的用户之一。他认为，虽
然大家都说喝羊奶粉好，可近年来
啊，羊奶粉骗局频频曝光。去哪买
好的羊奶粉，一度也成了问题。前
不久他去步步高超市，就在超市货
架上看到了这款羊奶粉。这是孝星
乳业旗下产品，在超市和母婴店都

能买到。他觉得买羊奶粉就得去正
规的渠道。

多年的文字工作经历，让赵社
长很是留心产品介绍。他发现，这
款“唐立降”羊乳粉，富含200多种营
养物质，脂肪颗粒小，对肠胃负担也
小，还特别添加了菊粉和乳清蛋白
粉，简直是低糖好搭档，于是决心买
来喝了一下。一段时间的体验后，
他觉得这款羊奶粉，不燥不热，也不
上火，口感很好。

更让赵社长觉得贴心的是这款
羊奶粉的设计。因为工作原因，他
常需要外出，“唐立降”羊乳粉单条
的设计，携带非常方便，对老年人很
友好！赵社长表示，自己已经成了

“唐立降”羊乳粉的粉丝，愿意以“品
鉴官”的身份，向大家推荐这款产
品，“喝羊奶粉，咱就得喝像‘孝星唐
立降’这样的好奶粉，您说是吗？”

“《本草纲目》记载，‘羊乳甘温
无毒，润心肺，补肺肾气’。”湖南孝星
乳业羊奶专家温馨提示，国庆前后
正是“秋老虎”来犯之际，每天喝一
杯羊奶，对老年人有好处。专家认
为，养生要顺应气候变化，天气持续
炎热，人体排汗多，羊奶在补充水分
的同时，能给人体补充充沛的营养
成分。

湖南孝星乳业联合快乐老人报
社发起的“孝星乳业·健康品鉴官”
征集活动，仍在继续，希望有更多的
读者朋友成为孝星乳业的健康品鉴
官，领取精美的礼品。详情请致电

400-611-0858。

喝品牌羊奶粉 做“健康品鉴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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