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润健康（医疗）十九大后第四轮巡察工

作动员大会在我院召开

落实”，深入查找脑科医院党委领导干部履行政治责任和职责使命中存在的政治偏差，积极推动解决影响制约医院发展的

共性问题、瓶颈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发挥政治监督及巡察标本兼治的作用 ；最后，他希望全体成员与巡查组共同完成好

健康党委交给的巡察任务，实现同频共振、同题共答，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立行立改、务求实效及加强监督，维护形象。

　　蔡林波书记代表院党委作表态发言，表示院党委将以本次巡察为契机，提高政治站位，端正态度，深刻认识巡察工

作意义 ；强化责任与担当，坚决服从巡察安排，全力配合好工作 ；同时坚决认领巡察发现的问题，做到立行立改，落实

高质量整改。他强调，全体成员要进一步增强党性意识和法律规矩意识，规范工作程序，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

真正把此次巡察成果转化为促进医院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成效，推动区域一体化管理迈上新台阶。

　　本次会议以“线上 + 线下”的形式进行，医院管理团队及科主任现场参会，其他中层干部、各党支部书记及脑科医

院所辖区域医院相关管理团队人员线上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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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7 日，华润健康（医疗）

十九大后第四轮巡察工作动员大会

在我院召开。华润健康（医疗）党

委第三巡察组组长、抚矿总医院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志带队出席

会议并作动员讲话。我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蔡林波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

言。

　　孙志同志代表华润健康（医疗）

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对本次巡

察任务提出意见和要求。他表示，

本次巡察工作是坚决落实华润集团、

华润健康（医疗）党委关于巡视巡

察工作的重要部署，全体成员要认

真领会动员会精神，要坚决贯彻落

实集团党委的各项重要部署 ；其次

要坚持政治巡察定位，聚焦“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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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党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2 月 28 日，我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

主生活会。华润健康（医疗）党委副书记、华

润医疗总裁成立兵线上参会指导，我院党委书

记蔡林波主持会议，院长朱丹及领导班子全体

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紧紧围绕“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和发展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定历史

自信，践行新时代使命，厚植为民情怀，勇于

担当作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走好新的赶考之

路”这一主题，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的目标要求，紧密结合实际，深入进行对照检查、党性分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医院党委将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

措。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科室负责人、所在支部党员代表要开展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和建议，对照会议

主题进行党性分析，认真撰写发言提纲，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通报了医院党委 2020 年度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问题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情况及征求意

见建议情况。蔡林波书记代表医院党委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查找差距不足，深剖问题根源，

明确整改措施。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敞开心扉坦诚相见，直截了当相互批评，体现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

的担当、对同志的关心。

　　成立兵书记对我院党委召开的这次民主生活会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党委本次民主生活会准备

充分，程序规范，体现了班子和班子成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也是一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生动实践和党性锻炼，

总体上达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增进团结、振奋精神的目的。

　　最后，蔡林波书记代表医院党政领导班子做表态发言，院党委将进一步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引领全体党员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发挥头雁效应，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发展之路、奋进之路，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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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人，65600毫升！我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2022 年 4 月 7 日是第 73 个“世界卫生日”。医务人员

作为社会公共卫生的践行者，在维护人民健康利益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天上午，我院开展了“奉献大爱 · 守

护生命”无偿献血活动。在近 4 小时的活动中，我院 289

名医务人员共捐献血液 65600ml。

　　早上 8 时，一大批医务人员已经在医院一楼广场有序

等候献血。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大家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认真配合做好填写献血登记表、测量血压、釆血检

验等准备工作 ；经严格筛选合格后，依次卷起袖子，献出

自己的一份爱心。

　　作为医务人员，他们更清楚血液的珍贵，深知血液对

于拯救生命的重要性。医院每年都会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都会身体力行，以另一种方式为生命保驾护航。在献

血现场有不少“熟面孔”，也源源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爱心队伍中来。绝大部分员工献好血后，略休息片刻，就各自

回到岗位上工作 ；也有不少休息的员工特意赶回医院奉献爱心。

　　“在检验科工作多年，深刻体会到血液对手术患者的重要意义。没有血液，很多手术根本无法进行。”当天，检验科

主任许绍强完成了自己的第 14 次献血，他表示这是一名医务人员和党员该有的责任与担当。十三病区护士长张亚梅是一

名 Rh 阴性血型“熊猫血”献血者，“血型稀有，爱不稀有，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全力去帮助，这也是

我们作为医务人员的一份责任。”

　　多年来，我院一直大力支持无偿献血公益事业。每年定期举办无偿献血活动，已成为我院的一项“传统”。这是我院

连续 16 年举办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再一次用热血践行社会公共卫生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活动当天，广州市白云区

人民政府京溪街办事处特别发来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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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第六届感染与免疫疾病学术会议

暨华南名医联盟脑炎培训学院培训班”

　　3 月 5 日，“第六届感染与免疫疾病学术会议暨华

南名医联盟脑炎培训学院培训班”在广州召开。会议

由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主办、我院和华南名医联盟培

训学院（脑炎学院）承办。本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展开，线上参会人数累计 2000 余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胡学强教授担任本次会议

名誉主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邱伟教授担任本次会

议大会主席，我院副院长王展航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

　　我院院长朱丹在致辞中指出，颅内感染是对中枢

神经系统破坏较为严重的疾病之一，也是我院的特色

亚专业病种。在各界的支持与王展航副院长的带领下，

我院在颅内感染、自身免疫性脑炎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专业化诊疗工作中已取得一定成绩。此次会议的召开旨在为神

经系统感染及免疫疾病相关从业者搭建交流平台，希望参会人员皆能有所收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胡学强教授发表致辞，表示感染类疾病作为神经科不可忽视的病种，其诊断过程复杂、治疗

困难，而感染又与免疫之间脱不了关系，如何把神经系统感染与免疫疾病结合，建立起广东省的学术高地，让更多患者

得到有效治疗，还需大家共同努力。并勉励年轻医师踏实做好临床工作、服务好病人，将脑炎学院越办越好。

　　朱丹院长、胡学强教授、邱伟教授及王展航副院长为王玉鸽、肖林、冯慧宇、彭立胜、何丹、余波光及王鸿轩等特

聘讲师颁发证书。

　　在学术交流环节，来自国内及省内致力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及免疫性疾病的专家针对目前神经感染疾病和免疫疾病

前沿与热点的专题，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和热烈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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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白云区石井人民医院举行紧密型医联

体签约仪式

　　3 月 8 日，我院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人民

医院建立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签约仪式如期院举

行。我院院长朱丹、副院长周海、副院长王展

航、神经外六科主任吴杰及医联中心主任王志

伟，石井人民医院副院长徐玲、医务科科长高坤、

外联部负责人张波、外二科主任叶伟龙及曾煌

等参加签约仪式。

　　2021 年 1 月底，我院与石井人民医院初步

建立脑病诊疗医联体。一年来，在双方的共同

努力下，两院的各项合作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于当日正式签约建立紧密型医联体。

　　会上，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将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促

进双方脑病诊疗事业发展。据悉，接下来双方将双向发力，在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康复、精神心理等领域展开更

深度的合作，让石井及周边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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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神经外六科　　闫学强　李晓龙　吴杰　朱丹

脑裂头蚴病的手术疗效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脑裂头蚴病的手术治疗及其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2006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确诊并行手术治疗的 58 例脑裂头蚴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并探讨脑裂头蚴病的外科手术治疗及其疗效。结果  58 例

手术患者中取出虫体组 45 例，取出虫体 46 条。未取出虫体 13 例。随访时间 6 ～ 96 个月，取出虫体组 45 例和未取出

虫体组 8 例患者病灶强化影均消失，脑内未见新发病灶。伴癫痫患者改良 Engel 分级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表明手术取出虫体对癫痫的治疗效果优于未取出虫体的患者。其他症状均未因手术而加重，无死亡病例。结论  脑裂头蚴

病外科手术治疗安全，完整取出虫体能够获得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脑裂头蚴病 ；活虫 ；癫痫 ；磁共振成像 ；显微外科手术

　　脑裂头蚴病是由于曼氏裂头蚴进入人体后，部分蚴虫迁移至脑部所致，以南方多见。手术取出虫体目前被认为是根

治的唯一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2006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确诊并行手术治疗的 58 例患者的临床

资料，探讨手术治疗及其疗效，为临床救治提供一些借鉴。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与纳入标准  我院 2006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确诊并行手术治疗的 58 例脑裂头蚴病患者，按照行业

标准，主要根据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检查等进行临床诊断。脑裂头蚴病的诊断依据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裂头蚴病的诊断（WS438-2013）》。男性 33 例，女性 25 例，男 ：女 =1.32 ：1 ；年龄最小 5 岁，

最大 71 岁，平均 32.0 岁 ；以首发症状的开始作为病程起始，病程最长 360 月，最短 2 天，平均 63.9 月 ；临床表现主要

李晓龙闫学强 吴 杰 朱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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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癫痫 54 例（93.1%），肢体轻偏瘫 20 例（34.5%），头痛 15 例（25.9%），言语障碍 5 例（8.6%），感觉异常 3 例（5.2%），

视力障碍 4 例（6.9%）；本研究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获得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查编号：

2020-021-02）。

　　1.2  辅助检查  血清学检测 ：本组 54 例（93.1%）血清学抗体 ELISA 检测阳性或弱阳性。脑脊液裂头蚴抗体 ELISA

检测 30 例，阳性 14 例（46.7%）。影像检查：病灶位于左侧 29 例，位于右侧 29 例。额叶 18 例，颞叶 11 例，顶叶 9 例，

枕叶及后颅窝 5 例，额顶中央区 9 例，脑干、基底节区、丘脑 6 例。颅脑 CT 平扫 ：新发病灶呈不规则斑片状低密度影 ；

陈旧性病灶内散在“斑点样”钙化 30 例（51.7%）。颅脑 MRI 平扫 T1 上呈低信号，T2 呈高信号，不同时间影像检查呈

现病灶具有“游走性”53 例，MRI 增强后呈现“隧道征”样改变 51 例，“绳结样”或“串珠样”强化 58 例。

　　1.3  手术方法  本组手术均由同一组高年资神经外科医师实施，根据病灶的位置选择相应的体位及手术入路。导航

（Brainlab）定位 MRI 强化显著的病灶为靶点，设计骨窗，显微镜下切开皮层仔细探查病灶，小心沿着炎性肉芽肿分离、探查、

寻找虫体。病灶位于功能区的术中行电生理监测，位于语言区的可行术中唤醒 , 严密监测语言功能。术中在新鲜病灶内

未能找到虫体，病灶又位于非功能区，适当将切除范围扩大 1cm 左右，继续探寻裂头蚴虫体。虫体呈色白，多扁平、较细，

见到蠕动的虫体，停用吸引器，用无齿镊缓慢取出，操作轻柔，确保裂头蚴头节的取出和虫体的完整。对于合并癫痫患

者可根据术中脑电监测情况，进一步行致痫灶切除，致痫灶切除范围除强化、软化灶外，哑区多切至癫痫样放电消失为止，

功能区行低功率皮层热灼术。皮质受累是继发癫痫的危险因素，病灶越接近皮质，癫痫发生率越高。术毕常规关颅，术

后常规抗癫痫治疗。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正态性检验采用 Shapiro-Wilk 检验，符合正态分

布的以均值 ± 标准差（x±s）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以中位数（25% ～ 75% 四分位数）表示。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

性的组间比较采用 one-way ANOVA 或者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与病理  58 例手术患者取出虫体组 45 例，取出虫体 46 条，其中 1 例在同一病灶内取出活虫 2 条。一次手

术未取到活虫 5 例，术后影像学随访病灶位置迁徙、形态及大小仍有变化，提示仍存在活虫，行第二次手术才取出活虫 4 例，

行三次手术才取到活虫 1 例。虫体长 1.5 ～ 30 cm 不等，平均 10.7cm，本组统计分析发现虫体长度与病程无明显关系（相

关性分析 ：r=0.0087，p=0.9547）。伴癫痫但未取到虫体患者 11 例，术中根据脑电监测情况进行强化灶、软化灶及致痫

灶切除，致痫灶切除范围除强化、软化的病灶外，非功能区多切至癫痫样放电消失为止，功能区实施低功率皮层热灼术。

术后病理均符合典型的脑裂头蚴感染伴炎性肉芽肿。

　　2.2  随访  本组随访 6 ～ 96 个月，平均 48.6 个月。术后 24 h 内复查头颅 MRI 平扫和增强，以后每半年复查颅脑

MRI，对伴有癫痫患者每半年复查一次视频脑电图 ；取出虫体组 45 例和未取出虫体组 8 例均显示病灶强化影消失，脑内

其它部位未见新发病灶。未取出虫体组 5 例出现新发病灶，提示仍有活虫存留，因患者拒绝再次手术，给予口服吡喹酮

驱虫治疗，并继续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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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疗效分析   脑裂头蚴病主要临床表现为癫痫（本组 93.1%），由改良 Engel 分级评价癫痫预后两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 ＜ 0.05)，见表。提示手术取出虫体对癫痫的治疗效果优于未取出虫体的患者。“病灶是否位于功能区”一项两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表明病灶是否位于功能区可能是影响手术成功取出虫体的因素。6 例轻偏瘫患者术

后肌力逐渐好转 ；13 例头痛症状消失，2 例头痛症状无改善（均为未取出虫体患者）。本研究均未因手术而导致患者临床

症状加重，无死亡病例。脑裂头蚴病手术治疗安全，完整取出虫体成功率高，能够获得较好的预后，疗效确切。

影响因素

性别

男

女

年龄 ( 岁 )[M(Q1,Q3)]

病程 ( 年 )[M(Q1,Q3)]

病灶是否位于功能区

非

是

病灶侧别

  左

  右

 术前驱虫治疗

  是

  否

  血清学抗体

  阳性

  阴性

癫痫术后改良

Engel 分级

I

II

III

IV

取出虫体组（例）

27 (60.0%)

18 (40.0%)

24 [19,45]

36 [6,72]

30（66.7%）

15（33.3%）

24（53.3%）

21（46.7%）

13 (28.9%)

32 (71.1%)

42（93.3%）

3（6.7%）

41 (95.4%)

1 (2.3%)

0 (0.00%)

1 (2.3%

未取出虫体组（例）

6 (46.2%)

7 (53.8%)

36 [23,51]

48 [24,84]

3（23.1%）

10（76.9%）

5（38.5%）

8（61.5%）

7 (53.8%)

6 (46.2%)

12（92.3%）

1（7.7%）

6 (54.5%)

2 (18.2%)

2 (18.2%)

1 (9.1%)

U/χ2-Fisher

0.788

222.5

245

7.814

0.892

14.540

P

0.375

0.191

0.375

0.005

0.345

0.092

0.649

0.002

表  手术取出虫体组与未取出虫体组的临床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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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脑裂头蚴病开颅取虫手术  图A所示颅脑CT，可见右额“斑点样”钙化；图B-D所示颅脑增强MRI，可见右额病

灶簇集成球形或不规则形，呈 “串珠样”强化；图E、F所示术中取出活虫；图G-H为虫体和病灶病理切片的镜下表现，

图G可见“裙边样”虫体样结构，表面起伏不平，体内见疏松的间质和钙化小体(H-E染色×100)；图H病灶内可见“隧

道征”，周围大量淋巴细胞，形成“淋巴袖套”(H-E染色×100)

　　3 讨论

　　脑裂头蚴病 (Cerebral Sparganosis) 是一种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寄生虫病。血清学抗体为阳性者结合典型的影像学

特征，提示颅内虫体存活，是诊断脑裂头蚴病的有力证据。目前药物驱虫治疗脑裂头蚴病效果存在争议。本研究在虫体

取出组有 13 例术前曾给予大剂量、长疗程吡喹酮驱虫治疗，术中仍能取出活的虫体，表明吡喹酮驱虫治疗效果不佳。手

术目前被认为是根治脑裂头蚴病的有效方法。

　　3.1 手术治疗及体会 ：脑裂头蚴病患者一般颅内只有一条裂头蚴寄生，其在人体内保持幼虫状态，不增殖，不发育。

一般 MRI 增强的小囊泡状灶内多无虫体，裂头蚴一般在附近的次强化或弱强化区。病灶指的是虫体所致新发炎性肉芽肿

病灶，短期新出现的强化灶或次强化灶多是裂头蚴活体存在的部位。术前详细阅读影像资料，判断虫体最可能寄居的部位，

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手术成功的关键是准确定位，顺利找到并取出活虫。暴露到病灶后，使用无齿镊子和吸引器进

行操作，调小吸引器吸力，缓慢吸除病灶，见到活动的白色条索状物（虫体）时，停用吸引器，用无齿镊缓慢取出，轻

柔操作，避免虫体被扯断，确保裂头蚴头节的取出和虫体的完整。将虫体头节遗漏可能导致术后复发。笔者随访发现肉

芽肿日后均可自行吸收，不必追求全切。取出虫体后对深部或功能区的肉芽肿亦不必强行切除，术后能够自行吸收。若

在新发病灶未找到虫体，可进一步向周边扩大切除、探查、寻找虫体。表中“病灶是否位于功能区”一项两组差异具有

A

E

B

F

C

G

D

H



《三九脑科院刊》 总第86期  2022年4月份  | 9

统计学意义 (P=0.005)，表明病灶是否位于功能区可能是影响手术成功取出虫体的因素。若病灶临近功能区或位置较深，

势必影响向周边探查，从而导致取出虫体失败。此时可继续观察，严密影像学随访，一般 2-3 月复查一次 MRI，待虫体

移到表浅及非功能区时果断实施手术。笔者认为，手术的最佳时机就是病变位置表浅及位于非功能区时，此时手术相对

从容，更容易取出完整虫体，从而获得良好的预后。

　　3.2 疗效分析 ：脑裂头蚴病临床症状表现为癫痫、头痛、肢体无力等，以癫痫发作最为常见。本组癫痫发生率为

93.1%，稍高于谢慧群等的报道。癫痫的预后，直接反应脑裂头蚴病的疗效。本研究癫痫疗效采用改良 Engel 分级随访

6 ～ 96 个月，取出虫体组与未取出虫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2)。提示手术取出虫体对癫痫的治疗效果明显优

于未取出虫体的患者。病灶是否位于功能区可能是影响手术成功取出虫体的因素，病灶位于功能区的患者手术操作及向

周边探查势必受限，成功取出虫体的几率下降，术后癫痫控制效果可能不佳。本组癫痫控制效果差的患者多为术后复查

出现新发病灶，提示仍有活虫存在的患者。对于术前肢体乏力、头痛等临床症状均有相应的缓解，未因手术而导致其他

临床症状出现或加重。

　　3.3 结论  本研究表明 ：脑裂头蚴病在现代神经外科技术辅助下手术治疗安全，成功取出完整虫体几率高，能够获得

较好的预后，疗效确切。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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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理行为医学科/神经内一科　　王振　刘宝珠　匡祖颖　温友禄　宁连才

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对帕金森病患者

认知功能的影响

　　【摘要】   目的  分析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RBD）与帕金森病（PD）的相关性以明确 RBD 对 PD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

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3 例 PD 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伴有 RBD 将患者分为 PD+RBD 组（67 例）和 PD-RBD 组（56 

例），比较 2 组各项资料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检验多导睡眠监测睡眠参数与神经心理学相关指标的关系。 

结果  PD+RBD 组病程长于 PD-RBD 组，总睡眠时间短于 PD-RBD 组， R 期周期性腿动指数高于 PD-RBD 组（P 均 < 0.05 

）。PD+RBD 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总分低于 PD-RBD 组，差异主要表现在执行能力、延迟记忆、注意力及

抽象能力方面（ P 均 < 0.05 ）。PD+RBD 组 Stroop 色词测验完成时间和错误数长 / 多于 PD-RBD 组（P 均 <0.05 ）。PD 

患者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与 MoCA 总分、 执行能力及注意力呈正相关，而与 Stroop 色词测验完成时间及错误数呈负相

关（ P 均 < 0.05 ）。结论   RBD 可能是 P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特别是执行功能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

　　【关键词】   帕金森病 ；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认知功能障碍

　　帕金森病（PD）是常见的进行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与神经系统 α- 突触核蛋白聚集有关， 临床表现主要分为运动

和非运动症状。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RBD）是 PD 的非运动症状之一， 能够检测出运动前期 PD，提示不良预后。有

研究表明， RBD 与 PD 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之间存在 关联，伴有 RBD 的 PD（PD+RBD ）患者比不伴有 RBD 的 PD（PD-

RB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更严重， 但也有少量研究表明 RBD 对某些靶向认知领域没有影响。因此， RBD 对 PD 患者认知

功能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本研究组比较了 PD+RBD 患者与 PD-RBD 患者客观睡眠参数及神经心理学相关 指标的差异，

进一步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以明确 RBD 对 PD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刘宝珠王 振 匡祖颖 宁连才温友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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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于我院住院的 PD 患者共 123 例，记录其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病程等相关临床资料。

入组标准 ：①年龄 40~80 岁 ； ②符合国际帕金森和运动障碍协会制定的 PD 最新诊断标准 ； ③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上，愿

意并可配合完成该研究所需的神经心理学测验及多导睡眠  监测（PSG）。排除标准： ①色盲、文盲、耳聋患者；②由药物、

脑炎、乙醇、中毒、感染、脑外伤等引起的脑器质性损伤患者 ；③有精神行为异常和严重心理问题患者 ；④多系统萎缩、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皮质基底节变性等帕金森叠加综  合征患者 ；⑤伴有严重躯体疾病和内科疾病患者。本研究经我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 ： 2020-010-059），所有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 RBD 评估

　　RBD 诊断符合 2014 年美国睡眠医学会制定的 RBD 诊断标准。所有患者住院前期均在睡眠监测室完成夜间 PSG 监

测（尼高利）。监测当夜不予镇静催眠药物，且监测时间超过 8h。客观睡眠参数包括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快速眼动（REM）

平均密度、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R 期颏肌肌电活动指数、 R 期周期性腿动指数（PLMI）。由一名经验丰富的

睡眠技师进行结果判读，根据是否伴有 RBD 将患者分为 PD+RBD 组和 PD-RBD 组。

　　三、神经心理学评估及其他量表资料

　　神经心理学评估及其他量表资料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心理测评医师完成，医师对患者分组与研究目的不知情。使用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及 Stroop 色词测验评估患者认知功能， 前者≥ 26 分为正常，分值越低，认知障碍越严

重。 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 PD 患者焦虑及抑郁情况，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

使用 Epworth 睡眠量表（ESS） 评估患者日间嗜睡情况，得分越高，反映嗜睡程度越重。

　　四、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分析数据。采用表示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 M（P25，P75）表示，由于病程

在 2 组之间存在差异， 因此将病程作为协变量，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组间比较采用协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

连续变量，先使用 Ln 函数使数据转换呈正态分布， 再使用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检验 PSG 睡眠参数与神经心理学相关指标的关系。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一般资料

　　123 例 PD 患者中 PD+RBD 组 67 例（54.47%）， PD-RBD 组 56 例（45.53%），2 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均无差异（P 

均 > 0.05），PD+RBD 组病程 长于 PD-RBD 组（P < 0.05），见表 1。

　　二、 PSG 睡眠参数

　　PD+RBD 组总睡眠时间短于 PD-RBD 组， 而 R 期 PLMI 高于 PD-RBD 组（P 均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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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神经心理学相关指标

　　2 组 ESS、HAMD 及 HAMA 得分均无差异（P 均 > 0.05）。认知功能参数方面，PD+RBD 组 MoCA 总分低于 PD-RBD

组，差异主要表现在执行能力、延迟记忆、注意力及抽象能力方面（P 均 < 0.05）； Stroop 色词测验完成时间和错误数长 

/ 多于 PD-RBD 组（P 均 < 0.05），见表 3。

项  目

年龄 / 岁

性别 / （男 / 女）

文化程度 / 例（%）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病程 / 年

项  目

HAMA/ 分

HAMD/ 分

ESS/ 分

MoCA 总分 / 分

执行

命名

延迟记忆

注意力

言语

抽象

定向

Stroop 色词测验

完成时间 / s

错误数 / 个

PD+RBD 组（67 例）

61.19 ±8.36

44/23

41（ 61.19 ）

26（ 38.81 ）

4（ 2 ，7 ）

PD+RBD 组（67 例）

11.31 ±3.75

15.50 ±5.98

5.51 ±4.90

17.25 ±4.52

2.0（ 1.0 ，3.0 ）

2.0（ 2.0 ，3.0 ）

0.0（ 0.0 ，1.0 ）

5.0（ 4.0 ，5.0 ）

1.0（ 0.5 ，2.0 ）

0.0（ 0.0 ，5.0 ）

5.0（ 5.0 ，6.0 ）

147.43 ±44.03

8（ 5 ，15 ）

PD-RBD（ 56 例）

58.07 ±9.37

32/24

38（ 67.86 ）

18（ 32.14 ）

2.5（ 1 ，4.75 ）

PD-RBD（ 56 例）

12.51 ±3.94

14.74 ±6.63

5.00 ±4.02

19.84 ±4.84

3.0（ 2.0 ，4.0 ）

 2.0（ 2.0 ，3.0 ） 

0.0（ 0.0 ，2.5 ） 

5.0（ 5.0 ，6.0 ） 

2.0（ 1.0 ，2.0 ） 

0.0（ 0.0 ，1.0 ）

 6.0（ 5.0 ，6.0 ）

99.55 ±31.14

4（ 2 ，9 ）

t/χ2/Z 值

1.952

0.940

0.589

2.041

F 值

0.426

0.378

0.102

5.849

4.264

0.331

5.004

4.099

1.063

7.579

0.608

42.899

5.798

P 值

0.053

0.332

0.443

0.041

P 值

0.478

0.532

0.911

0.017

0.041

0.566

0.031

0.045

0.306

0.010

0.437

< 0.001 

0.018

表 1    PD+RBD 组与 PD-RBD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表 3    PD+RBD 组与 PD-RBD 组患者神经心理学相关指标比较

项  目

总睡眠时间 /min

睡眠效率 /%

REM 平均密度

R 期颏肌肌电活动指数

R 期 PLMI

AHI

PD+RBD 组（67 例）

343.20（ 277.25 ，410.88 ）

66.80（ 55.50 ，80.10 ）

7.10（ 4.95 ，8.80 ）

3.40（ 0.58 ，11.40 ）

2.99（ 0.00 ，11.25 ）

0.50（ 0.03 ，3.13 ）

PD-RBD（ 56 例）

379.50（ 313.00 ，455.00 ）

79.10（ 61.90 ，86.25 ）

5.15（ 4.33 ，6.38 ）

0.00（ 0.00 ，0.85 ）

0.00（ 0.00 ，0.00 ）

5.20（ 0.45 ，10.30 ）

F 值

4.129

3.071

3.262

0.352

9.539

0.052

P 值

0.047

0.085

0.076

0.557

0.005

0.820

表 2    PD+RBD 组与 PD-RBD 组患者 PSG 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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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PSG 相关参数与认知功能相关性分析

　　神经心理学评估显示 PD+RBD 组患者与 PD- RBD 组患者的认知功能有差异，主要表现在执行能力、延迟记忆、注意力、

抽象能力以及 Stroop 色 词测验上。因此进一步分析了 PD 患者 PSG 相关参 数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PD 患者

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与 MoCA 总分、执行能力及注意力呈正相关，而与 Stroop 色词测验完成时间及错误数呈负相关（P 

均 < 0.05）。PD 患者记忆能力与总睡眠时间和睡眠效率无相关性（P 均 > 0.05）， PD 患者注意力与 REM 平均密度呈负相关， 

PD 患者 Stroop 色词测验完成时间与 R 期 PLMI 呈正相关 （P 均 < 0.05），见表 4。

项  目

MoCA 总分

执行

延迟记忆

注意力

抽象

Stroop 色词测验

 完成时间

错误数

统计值

rs  值

 P 值

 rs  值

 P 值 

rs  值 

P 值 

rs  值 

P 值 

rs  值

 P 值

rs  值 

P 值 

rs  值 

P 值

总睡眠时间

0.307

0.018

0.313

0.016

-0.107

0.419

0.248

0.058

0.152

0.250

-0.380

0.003

-0.342

0.007

睡眠效率

0.338

0.009

0.342

0.008

0.007

0.956

0.295

0.023

0.122

0.356

-0.465

< 0.001

-0.355

0.005

REM 平均密度

-0.225

0.086

-0.141

0.288

-0.102

0.443

-0.296

0.023

-0.079

0.551

0.209

0.106

0.118

0.367

R 期颏肌肌电活动指数

-0.216

0.101

-0.271

0.038

-0.182

0.168

-0.098

0.463

-0.005

0.969

0.176

0.175

0.172

0.185

R 期 PLMI  AHI

-0.147

0.255

-0.139

0.280

-0.072

0.580

0.066

0.609

-0.136

0.291

0.275

0.028 

0.052

0.685

R 期 PLMI 

-0.147

0.255

-0.139

0.280

-0.072

0.580

0.066

0.609

-0.136

0.291

0.275

0.028 

0.052

0.685

AHI

0.135

0.308

0.154

0.244

0.064

0.630

-0.007

0.961

0.190

0.149

-0.138

0.289

-0.105

0.420

表 4    PD 患者 PSG 相关参数与认知功能相关分析

　　讨论

　　RBD 是一种由 REM 引起的睡眠障碍，普通人群的患病率约为 0.5%~ 1%，但在 PD 人群中高达 50%。既往研究表明， 

RBD 与 PD 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存在关联。有鉴于此，本研究组根据 PSG 结果将 PD 患者分为 PD+RBD 组和 PD-RBD 组， 

分析 2 组患者客观睡眠参数及神经心理学相关指标的差异，以及 RBD 对 PD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 PD+RBD 组总睡眠时间短于 PD- RBD 组，提示 PD+RBD 组存在客观睡眠障碍，与既往研究一致。此外， 

PD+RBD 组 R 期 PLMI 高 于 PD-RBD 组，提示 PD+RBD 患者睡眠障碍可能与频繁的周期性腿动有关。

　　有研究显示特发性 RBD 患者存在显著的认知功能障碍，主要表现在执行能力、情景性语言记忆、视空间功能和注意

力等领域。认知功能障碍也是 PD 患者非运动症状之一，近期有研究者提 出 RBD 为 PD 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独立危

险因素。本研究显示， PD+RBD 组 MoCA 总分低于 PD-RBD 组，而 Stroop 色词测验完成时间和错误数长 / 多于 PD-RBD 组，

提示 PD+RBD 组认知功能差于 PD-RBD 组， 即 RBD 影响 PD 患者认知功能， 差异主要表现在执行能力、延迟记忆、注意

力及 抽象能力方面， 与特发性 RB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领域一致。此外，有研究表明， P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可能与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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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文化程度及症状级别等因素有关。本研究中 PD+RBD 组和 PD-RBD 组在病程方面存在差异，协方差分析发现病程

与分组存在显著交互作用，这说明伴 RBD 症状的 PD 患者在年龄相当的情况下，病程潜伏期更长，认知功能表现更差。

　　张金茹等发现 PD 患者认知功能与其 RBD 症状的严重程度有密切关系。为进一步明确 RBD 对 PD 患者认知功能的影

响，我们分析了 PD 患者 PSG 相关参数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夜间总睡眠时间及睡眠效率越高，患者认知功

能 越好，提示充足的睡眠是 PD 患者认知功能的保护性因素。王苹莉等的研究提示慢性失眠患者存在空间工作记忆和物

体工作记忆减退，可能与慢波睡眠各期占睡眠总时间比例的改变和快速眼球 运动期占睡眠总时间比例减少有关，本研究

显示 PD 患者延迟记忆与 PSG 相关参数无相关性，而 PD+RBD 组延迟记忆得分低于 PD-RBD 组，前者总睡眠时间低于后者， 

R 期 PLMI 高于后者，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目前认为， REM 在巩固记忆、 促进编码、建立计划及稳定认知方面发挥重要

作  用， REM 睡眠的中断可直接干扰记忆功能。

　　PD 伴 RBD 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明确。可能机制包括：神经递质改变、异常脑代谢、皮层活动减慢、

基因突变和神经炎症， 其中中枢胆碱能递质缺陷受最大关注。含有丰富胆碱能神经元的基底前脑通过与间脑、边缘系  统

和皮质的广泛联系在认知中发挥重要作用。Postuma 等（2019 年）认为脚桥核是 RBD 形成的重要核团，能够调节快速

眼动睡眠和肌肉张力， 基底前脑与脑干核相互作用，因此，基底前脑胆碱能障碍可能是 RBD 与 P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关 

系的病理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 RBD 的临床严重 程度与执行能力、注意力、记忆力及抽象能力有关，且总睡眠时间减少、 

R 期 PLMI 病理性增高， 从而影响 PD 患者认知功能， RBD 可能是 P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特别是执行功能障碍的一个重要

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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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神经内二科/人力资源部/康复治疗科/神经内六科　　包泽岩　唐霞　郑文华　曾昭龙

多系统萎缩共济失调型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

因素研究

唐 霞包泽岩 曾昭龙郑文华

　　【摘要】目的  研究 MSA-C 型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为提出该类患者预防跌倒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共

纳入 168 例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统一多系统萎缩评估量表（UMSARS）、修订版跌倒效能量表（MFES）、Berg

平衡量表 (BBS) 、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GAD-7）、抑郁症状群分量表（PHQ-9）对患者进行评估，分析多系统萎缩共

济失调型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结果  患者跌倒效能得分为（42.23±14.32）分。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BBS 得分、

UMSARS 得分、年龄、一年内跌倒次数为多系统萎缩共济失调型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结论  MSA-C 型患者跌倒效

能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患者的平衡能力、疾病的程度、一年内跌倒次数与年龄。

　　【关键词】MSA-C ；跌倒效能 ；影响因素

　　多系统萎缩（multiple system atrophy， MSA）是一种成年期发病，呈进展性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可累及锥体外系、

小脑和自主神经系统，临床上主要分为两种亚型 ：以帕金森综合征为突出表现者为 MSA-P 型，以小脑共济失调为突出表

现者为 MSA-C 型。MSA 在亚洲以 MSA-C 型为主，病人常表现为步态不稳、肢体摇晃等共济失调症状。该疾病病因不明、

疗效不好、预后不良，具有进展性和难治性特点。因患者走路不稳，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限制患者日常躯体活动能力，

也会对患者生活自信造成严重打击，由于病人惧怕跌倒容易出现心理自信心下降。研究发现，跌倒效能是反映预防跌倒

信心程度，跌倒效能低下会导致活动受限和独立性丧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其跌倒发生率也越大。本研究旨

在观察 MSA-C 型病人跌倒效能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从而为制定该类病人的防跌倒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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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20 年 6 月在我院就诊的 MSA-C 型患者。纳入标准 ：①符合《多系统萎缩诊断

专家共识》中可能的或很可能的多系统萎缩 C 型的诊断标准 ；②有行走能力或借助助行器行走的患者 ；③意识清楚，有

一定理解能力 ；④知情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的病人及其他原因导致的

小脑共济失调病人 ；②不能配合者。

　　1.2 研究内容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者自行设计，调查表包含性别、年龄、是否合并其他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1 年

内跌倒次数，是否存在直立性低血压、是否使用辅助器行走。

　　1.2.2 统一多系统萎缩评估量表（unified MSA rating scale，UMSARS）：该量表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评

价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第二部分主要评价患者当前功能障碍最严重的肢体症状，第三部分评价自主神经功能，第四部

分评估整体失能等级的自理能力，该量表总分 0 ～ 104 分，分数越高代表其病情越严重。

　　1.2.3 修订版跌倒效能量表（Modified Falls Efficary SCALE,MFES）：该量表由 Tinetti 等研发，采用由郝燕萍修订的

中文版，用于测评日常生活活动中不发生跌倒的自信程度。该量表是对进行日常生活中实施活动时不跌倒的信心进行评估，

共 14 个条目，总分为 140 分，0 ～ 10 分分别代表从毫无信心到绝对有信心，分数越高，其跌倒效能越高，代表其对不

发生跌倒越自信。该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77，内容效度系数为 0.637 ～ 0.926。

　　1.2.4 Berg 平衡量表 (Berg Balance Scale,BBS)：包括独立坐位、坐位到站位、站位到坐位、独立站立位、床椅转移、

转圈等 14 个测量项目，每项 0 ～ 4 分，总分为 0 ～ 56 分，其分数越高代表平衡能力越好。

　　1.2.5 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7-ti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 该量表共 7 个条目，每个条目 0 ～ 3

分，从“完全不会”到“几乎每天”，总分为 0 ～ 21 分，分数越高，其焦虑程度越重。其中文版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8。

　　1.2.6 抑郁症状群分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该量表由 9 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 0 ～ 3 分，

代表“完全不会”到“几乎每天”，分数范围在 0 ～ 27 分，分数越高，其抑郁程度越重。该量表广泛应用于抑郁筛查，

在不同人群中均具有较高灵敏度和特异度。

　　1.3 调查方法

　　调查前需要征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对资料收集人员进行统一培训，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其中 UMSARS 量表及 Berg

平衡量表的评定由专科医生进行。问卷回收后资料收集员需检查是否有漏项。本研究共收集问卷 173 份，其中有效问卷

168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97.11%。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统计推断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多因

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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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168 例病人，其中男性 102 名（60.71%），女性 66 名（39.29%）。年龄 55±5.34 岁，其中 ＜ 50 岁

患者 21 名（12.5%），50 ～ 60 岁患者 89 名（52.98%），＞ 60 岁患者 58 名（34.52%）。一年内从未跌倒患者 99 名（58.93%），

跌倒 1 ～ 2 次患者 54 名（32.14），跌倒≥ 3 次患者 15 名（8.93）。使用辅助器行走患者 71 名（42.26%）。合并慢性病（高

血压、糖尿病）患者 54 名（32.14%）。UMSARS 得分 44.23±12.59 分，BBS 得分为 34.34±8.34 分，GAD-7 得分为 5.13±1.23

分，PHQ-9 得分为 4.53±1.32 分。FMES 得分为（42.23±14.32）分。

　　2.2 不同一般资料的 MSA-C 患者的跌倒效能比较

　　分别比较不同性别、年龄、一年内跌倒次数、是否合并其他慢性疾病、是否使用辅助器行走的 MSA-C 患者的 FMES 得分。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一年内跌倒 0 次与一年内跌倒 1 ～ 2 次、一年内跌倒次数≥ 3 次、使用辅助器与不使用辅助器患

者的 FEMS 得分有统计学差异（均 P ＜ 0.05），见表 1。

　　2.3  MSA-C 型患者跌倒效能与 UMSARS、BBS、GAD-7、PHQ-9 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MSA-C 型患者 FMES 得分与 UMSARS、BBS、GAD-7、PHQ-9 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患者 FMES 得分与 UMSARS、

GAD-7、PHQ-9 得分呈负相关，与 BBS 得分呈正相关，见表 2。

项目

性别

年龄

一年内跌倒次数

合并其他慢性疾病

使用辅助器行走

分类

男

女

＜ 50 岁

50 ～ 60 岁

＞ 60 岁

0 次

1-2 次

≥ 3 次

是

否

是

否

例数

102

66

21

89

58

99

54

15

54

114

71

97

FMES

43.54±8.23

41.87±9.88

44.32±6.45

41.34±8.75

39.87±7.45

43.32±8.85

40.34±11.32

37.87±9.34

42.43±8.38

42.98±12.32

43.23±3.21

41.32±2.32

统计量

t=2.234

F=7.453

F=6.342

t=5.342

t=2.098

P

＜ 0.05

＜ 0.001

＜ 0.001

＞ 0.05

＜ 0.05

表 1   不同一般资料的 MSA-C 患者的跌倒效能比较（x±s ，分）

因素

FMES

P

UMSARS

-0.770

＜ 0.001

BBS

0.897

＜ 0.001

GAD-7

-0.695

＜ 0.05

PHQ-9

-0.734

＜ 0.05

表 2   影响 MSA-C 型患者跌倒效能的 Pearson 相关分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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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SA-C 型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跌倒效能得分为因变量，以一般资料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以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BBS、UMSARS、一年内跌倒次数、年龄为 MSA-C 型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见表 3。

自变量

常量

BBS

UMSARS

一年内跌倒次数

年龄

OR 值

45.342

0.155

-0.334

-2.876

-0.176

标准误

5.324

0.036

0.114

0.453

0.123

标准化回归系数

0.216

-0.215

-0.575

-0.201

t

9.324

4.407

-2.532

-4.323

-3.234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表 3   MSA-C 患者跌倒效能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3.1  MSA-C 型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显示，患者平衡力是影响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多项研究证实了平衡力与跌倒效能之间的关系，患者平衡力

越好，其对日常生活过程中不跌倒的自信心就越强，跌倒效能也就越高。而当疾病导致的患者平衡能力减弱时，其更容

易发生跌倒，对不跌倒的自信心减弱，跌倒效能也越低。Halvarsson 等研究表明 ：通过训练改善受试者的平衡能力后，

其跌倒效能也会有所提升。统一多系统萎缩评估量表得分同样是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之一，统一多系统萎缩评估量

表得分越高，代表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越高，其跌倒效能就越低。小脑性共济失调常常是 MSA-C 型患者首发和突出症状，

临床表现为进行性步态和肢体共济失调，患者平衡功能受损，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统一多系统萎缩评估量

表主要针对病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功能障碍肢体情况、自主神经功能以及自理能力等进行评估，量表得分越高，患者能

够掌握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就越差，疾病对其肢体障碍的影响越严重，患者对于日常活动中不跌倒的自信也就越低。患

者一年内跌倒次数≥ 3 次与从未跌倒的患者相比，其跌倒效能低。有跌倒史不仅体现患者步态及稳定性出现问题，同时

会对患者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患者会因经历跌倒事件而增加对跌倒的恐惧和害怕心理。黄姝绮等在对 197 例帕金森患

者的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提出跌倒史是影响患者跌倒效能的最主要因素。对于步态不稳定的患者而言，跌倒 1 次

可引发患者对下次跌倒的焦虑，而该类患者常常因害怕跌倒而减少日常生活活动。本研究显示，患者年龄越大，其跌倒

效能越低。患者年龄与 MSA-C 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发病年龄越大者，其疾病的严重程度也就越重，患者生存质量

和自理能力越差，且 MSA-C 为进展性疾病，有研究显示，MSA 患者若起病较晚，起病 3 年内出现合并症状者会更快地

失去独立行走能力。且年龄大患者身体各方面机能也较年龄小的患者弱，高龄患者更易对跌倒产生恐惧害怕情绪。

　　3.2 关注 MSA-C 患者的跌倒效能

　　对于老年人来说，跌倒常常会导致骨折、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因跌倒导致功能障碍或残疾。颜文等对 300 名养老机

构的老年人进行跌倒效能评估，其平均分为 (106.62±34.22) 分，本研究显示 MSA-C 患者基本为老年人，平均年龄为

（55±5.34）岁，且跌倒效能偏低（42.23±14.32 分），这与患者因疾病导致的共济失调，损害平衡能力有关。患者对跌

倒的恐惧会导致限制身体活动或避免导致跌倒的运动，这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较大影响，而对于 MSA-C 类患者，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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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跌倒效能可使患者抗拒必要的功能训练和日常活动，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随着疾病的进展，患者可能出现不止一

种并发症，影响患者行动力和日常生活能力，患者的跌倒效能可能进一步的降低。

　　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MSA-C 型患者跌倒效能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患者的平衡能力、疾病的程度、一年内跌倒次数、

年龄。年龄是不可抗拒因素，疾病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重，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积极的干预措施是可以延缓

疾病的发展，改善患者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次数，从而进一步降低跌倒效能。研究显示，传统中医手段、药物治疗、

平衡训练，对于患者肢体功能和平衡功能改善有一定作用。我们在患者疾病初期及疾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应给与相应

的干预措施及功能锻炼，由神经内科、康复科、中医科及心理科医生共同制定治疗及康复训练方法，家属积极予以配合，

这样可以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减低患者对跌倒的恐惧心理，增强患者的平衡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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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癫痫中心　　岑海燕　伍新颜　林秀娟　周子渝

延续护理对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

　　【摘要】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对癫痫患者服药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12 月由我院

收治的 108 例癫痫患者为研究对象，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54 例）和观察组（5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给予个性化延续护理，比较干预 3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

及生活质量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和生活质量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延续护理能够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延续护理 ；癫痫 ；服药依从性 ；生活质量

　　癫痫是一类以短暂性意识感觉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由于疾病迁延不愈、反复发作，给患者的

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造成了巨大压力，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药物治疗能够有效控制癫痫的发作，但研究显示受经济负担、

自我照护能力不足、缺乏有效指导等因素影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较差，进而影响疾病治疗效果。延续护理是在充分评

估患者病情并根据患者情况制定的一系列护理干预措施，能够巩固治疗和护理的效果。本研究将延续护理应用于癫痫患

者中，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伍新颜岑海燕 林秀娟 周子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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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12 月在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108 例癫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华医

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对癫痫的诊断标准，经 CT 或 MRI 确诊 ；②年龄≥ 18 岁 ；③意识清楚，能够正常沟通交流 ；④患者及

其家属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疾病者，如恶性肿瘤、心力衰竭等。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54

例）和观察组（54 例）。对照组年龄 25~64（45.62±6.82）岁，男 30 例、女 24 例，病程 1~21（10.52±2.39）年，发

作频率 2~6（3.28±0.51）次 / 月；观察组年龄 27~66（46.27±6.54）岁，男 29 例、女 25 例，病程 1~19（11.22±2.98）

年，发作频率 2~7（3.48±0.57）次 / 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通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

　　1.2 方法

　　1.2.1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癫痫相关疾病知识指导、用药指导、日常生活注意事项、定期门诊复诊等，并每个

月进行 1~2 次电话随访，了解患者居家康复情况。

　　1.2.2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个体性延续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

　　（1）成立癫痫患者个体化延续护理小组，由护士长和一名主治医生担任组长，负责对小组成员进行癫痫相关健康教

育的培训，培训后对所有小组成员进行统一考核，合格后正式进行延续护理干预。

　　（2）延续护理小组对癫痫患者的疾病资料进行详细的记录、评估，共同讨论制定个体化延续护理档案，护士长通过

延续护理档案监督个体化延续护理执行情况。

　　（3）每周对患者进行 1 次电话随访，重点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服药情况、发作情况、心理状态，尤其注意对患者

的不良情绪进行疏导，通过成功案例向患者传递积极能量，鼓励家属配合安抚患者情绪，增强患者治疗依从的内在动力。

对患者及家属提出的疑问及时给予答复，同时在延续护理档案中做好记录。每周由延续护理小组对患者的康复情况进行

讨论并及时修订干预方案。

　　（4）建立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便于病友之间交流，通过公众号推送癫痫相关自我护理知识，鼓励患者在家属的帮

助下每日在公众号程序中提交癫痫日记，以便延续护理小组制定出更加有效的个体化干预方案，同时，也帮助患者提高

疾病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1.3 效果评价

　　干预前和干预 3 个月后，比较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1）采用 Morisky 服药依从性量表（MMAS-8）调查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得分越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越好。

　　（2）采用中文版癫痫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31（QOLIE-31）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分越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得分比较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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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3.1 个体化延续护理能够提高癫痫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本研究中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得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表明延续护理较常规护理方案，更能有效提高

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通过建立延续护理档案，医护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康

复状况 ；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癫痫相关疾病知识，患者在家属的帮助下填写癫痫日记等措施，增进了医护人员对患者病

情变化的掌握程度并能作出及时的干预，有助于建立护患间的信任感，增强患者的服药依从性。通过每周 1 次的电话随访，

及时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并给予疏导，也有利于增强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3.2 延续护理能够提升癫痫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中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表明延续护理较常规护理更能有效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通过延续护理，对患者在院外康复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充分有效地评

估与分析，使患者能获取更多针对性的疾病知识和护理指导，增强了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能力 ；患者服药依从性的提高，

有利于促进疾病的康复，减少癫痫的发作次数和发作持续时间，进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例数

54

54

例数

54

54

干预前

4.52±1.18

4.36±1.03

0.751

0.455

干预前

56.43±5.18

58.23±4.29

1.967

0.052

干预后

6.75±0.52

7.14±0.43

4.247

<0.001

干预后

67.94±8.33

85.24±7.59

11.281

<0.001

表 1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得分比较（X±S，分）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X±S，分）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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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病因不明确的精神疾病；具有感知、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和精神活动的不协调，

发病因素及诱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遗传因素、性格特点、心理环境因素等。痛风是长期嘌呤代谢障碍、血尿酸增高

所致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在症状期主要表现为血尿酸持续或波动性增高 ；急性关节炎症期则多在午夜和清晨突然起病，

剧痛，数小时内出现受累关节的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单侧拇趾关节最常见 ；部分患者急性发作时血尿酸正常。我

们对一例精神分裂症伴痛风复发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

　　1 病例介绍

　　1.1 基本资料 患者，黄某，男，51 岁，因“渐起凭空闻声、疑人害 3 年余、睡眠差”于 2020-12-1 入院，入院诊

断 ：① 精神分裂症 ；② 痛风。入院后查体 ：T:36.7℃、P:115 次 / 分、R:20 次 / 分、BP:128/82mmHg ；身高 / 体重 ：

158cm/54.4kg；患者意识清晰，接触被动，时间、地点及人物定向准确，面部表情平淡，注意力能集中，交谈时眼神警惕，

查及言语性幻听、被害妄想、被洞悉感体验，情绪欠稳定。治疗、护理被动合作，病理性意志活动减退，对自身情况无

深刻认识及批判能力，自知力缺乏，既往史有痛风 ；

　　1.2 系统评估 患者阳性症状量表评分 ：21 分（提示 ：幻觉、妄想）；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46 分（提示 ：可能存在轻

度焦虑症状）；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 ：18 分（提示 ：存在抑郁症状）；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 ：16 分（提示 ：认知功能轻

度受损，注意力、语言表达能力较差）；精神护理观察量表 ：168 分（提示 ：中度抑郁）；跌倒及营养筛查评分显示低风险。

　　1.3 辅助检查 实验室检验结果：血尿酸：572umol/L 、红细胞沉降率：50mm/H（参考正常值范围 0-15mm/H；泌尿、

消化彩超提示双肾集合系统回声增强，考虑痛风肾改变 ；其他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 ；

　　1.4 治疗经过 入院后予氯硝西泮、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改善睡眠 ；利培酮片、丙戊酸镁缓释片稳定情绪，控制精神

病性症状 ；秋水仙碱片、苯溴马隆片缓解痛风。12 月 3 日患者痛风发作，诉全身关节疼痛难忍，无法下床行走，查体 ：

可见腕关节及左踝关节处有明显红肿，遵医嘱予复方布洛芬片口服及冰袋冰敷 ；12 月 8 日患者诉双下肢疼痛，查体见双

膝关节轻微肿胀，测体温 ：39.0℃ ；遵医嘱予以秋水仙碱口服 ；12 月 10 日 患者疼痛较前缓解，诉解水样便 4 次，遵医

□文/心理行为医学科　　蔡翘励　张慧芝

一例精神分裂症伴痛风复发

患者的护理体会
张慧芝蔡翘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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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予以秋水仙碱减量及蒙脱石散口服。

　　2 护理问题

　　2.1 疼痛 ：与痛风有关 ；

　　2.2 睡眠形态紊乱 ：与精神症状（幻听、被洞悉感）、疼痛有关 ；

　　2.3 焦虑 ：与长期睡眠差有关 ；

　　2.4 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风险 ：与腹泻、痛风有关 ；

　　2.5 生活自理下降，人际交往受损 ：与多疑、意志减退、生活懒散及痛风引起疼痛有关 ；

　　2.6 疾病知识缺乏 ：与患者及家属对相关疾病知识不了解及自身知识文化程度有关。

　　3 护理措施

　　3.1 急性期护理措施 ：遵医嘱给予药物治疗，并予患者左踝关节、腕关节处自制盐水冰袋冰敷，每天三次，每次

30min，限制关节活动，绝对卧床休息，夜间用软枕抬高双下肢促进血液回流，并保持舒适体位，避免受累关节负重 ；

　　盐水冰袋的特点 ：凝固点比水低，清水在 0℃就开始结冰，而 10% 盐水在 -18℃冰箱内置 24h 后呈冰霜状，较清水

冰袋更佳服帖，在溶化过程中其形态为霜水混合冰袋松软，能充分接触体表面积，易于固定，冰敷效果更佳。而清水冰

袋在同等情况下自冰箱内取出时冰块坚硬，可出现棱角，融化形态为冰块跟水 ；

　　3.2 缓解期护理措施 ：局部保暖 ：穿棉质长筒袜。避寒，关节部位不可空调风正面吹。多饮温开水，以利尿酸排出，

每日饮水量达 2000ml 以上，起床后、早餐前、晚餐后及睡前是饮水最佳时间 ；

　　3.3 睡眠形态紊乱 ：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物改善睡眠，床位安排远离公共卫生间以及饮水间等多人群的公共场合，

避免强光刺激，提供良好的睡眠环境 ；建议患者日间少睡，以防睡眠规律倒置 ；

　　3.4 饮食护理：严格限制高嘌呤的食物，如：动物内脏、蛋黄、老火汤、肉类、香科、海鲜、蘑菇、豆类等。以素食为主，

减少肉类等高蛋白食物摄入。多饮温白开水能使血液有效轮回量增加，血液浓稠度降低，有益于体内各种物质代谢以及

增加尿酸排出，多吃新鲜蔬菜补充维生素。禁止饮酒，因酒精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对尿酸排出有抑制作用，易诱发痛风。

需多食富含碳水化合物 ：米饭、馒头、面食等，充分的碳水化合物可防止组织分解机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 ；

　　3.5 健康宣教 ：腹泻期间，便后用温水清洗肛周，每天睡前用凡士林润肤膏涂抹痛风关节处，保持局部清洁干燥 ；避

免抓破皮肤。告知患者痛风急性期注意事项，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定期复查尿酸。家属及患者认为长期服用抗精神药

物会出现副作用，甚至变呆、变傻，病情稳定后，便自行停药，从而造成病情不稳定及复发。所以需告知坚持服药的重

要性及自行停药后复发的危害，熟悉病情复发预兆。

　　4 讨论

　　该患者发病期间活动量减少，饮食结构不合理，沮丧等抑郁情绪增加，致内分泌紊乱，影响了尿酸的代谢时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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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性尿酸急剧升高，导致痛风复发。且该患者对疾病本身缺乏自知力，对痛风相关知识的掌握度较低，通过护理从减

轻疼痛、饮食、运动、睡眠、健康教育等几方面综合干预后，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提高，能掌握缓解疼痛的方法，可

自觉控制饮食，各项指标均有改善。同时在该案例护理过程中护士也熟练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及操作技术，提高个人的

专业素质，显著提升了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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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麻醉科　　杨帅　张红姣　向芬琴

1例痉挛型脑性瘫痪合并喉软骨发育不良患

儿的麻醉护理体会

　　【摘要】 目的 总结 1 例麻醉复苏过程中发现喉软骨发育不良患儿的护理体会，为临床中对此类患儿的麻醉护理提供参

考。方法 查阅国内外文献，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根据本例患儿的具体情况详细阐述包括术前访视、气管插管、气管拔管

以及拔管后等围术期关键步骤的麻醉护理配合。结果 患儿经积极处理 3 小时后三凹征消失，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

SpO299%，安返病房。术后两天随访，患儿呼吸顺畅，进食可，无麻醉相关并发症。结论 喉软骨发育不良的患儿在麻醉

复苏期有很大特殊性，在临床上必须高度重视，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严密观察，及早发现问题并对症处理，才能

提高喉软骨发育不良患儿围术期的安全性。

　　【关键词】 喉软骨发育不良 ；痉挛型脑性瘫痪

　　喉软骨发育不良，又称喉软骨软化症（congenital laryngeal stridor,CLS），是指喉部组织（会厌、勺状软骨和勺会

厌皱裂）过度软弱、松弛，吸气时喉组织塌陷堵塞喉腔上口而发生喉鸣甚至呼吸困难，不能维持正常通气，是临床比较

常见的婴幼儿喉部疾病，常表现为由于喉或气管发生阻塞，患者用力呼吸时，气流通过喉或气管狭窄处发出特殊声音。

大多数患儿出生时即有气促、发绀、呼吸困难、喉喘鸣等症状，其喉组织软弱可能是妊娠期营养不良、缺钙或电解质不

平衡所致。该病具有自限性，常发病于出生后 2 周，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2 岁时一般可自愈。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是

由大脑的先天性发育缺陷或各种获得性因素等导致的非进行性脑损伤所致，患病率约为每 1 000 个活产儿中有 2.0 -3.5 个，

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伴或不伴感知觉和智力缺陷，脑部病理改变主要为脑白质损伤、脑发育异常、颅内出血、脑部缺

氧等引起的脑损伤。痉挛型瘫痪是脑瘫最常见的类型，以锥体系受损为主，牵张反射亢进是主要特征，典型表现为四肢

张红姣杨 帅 向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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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张力增高引起的各种上下肢及躯干症状，尖足是其中一种较为重要的下肢症状，影响了患儿的运动及行走功能。近年

来通过手术矫正脑瘫患儿肢体畸形状态，改善患儿肢体功能的方法越来越被接受和应用。

　　2021 年 6 月我院脑瘫科收治 1 例痉挛型脑性瘫痪的患儿，外科医生计划通过手术来改善畸形肢体的功能，术中插管

拔管过程平顺，拔管后 5min 发现患儿出现三凹征，吸气时喉部组织向内塌陷，排除喉痉挛，考虑喉软骨发育不良，在

历经 3 个小时的呼吸道管理和精心护理，患儿意识完全恢复，安返病房，术后随访，患儿呼吸顺畅，进食可，无麻醉相

关并发症。现将对患儿的围术期麻醉护理体会介绍如下。

　　1. 病例介绍 

　　患儿，女，年龄 11 岁 5 个月，体重 16KG，有出生时缺氧病史，主因智力发育落后，肢体畸形，无法站立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入院。术前诊断 ：痉挛型脑性瘫痪。于 6 月 7 日择期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行右侧髂肌、腰肌松解 + 双侧内

收肌松解 + 右侧腘绳肌松解 + 石膏固定术。术前访视，患儿体格发育较差，BMI13.2kg/m2，双肺未见明显异常，实验

室检查均正常。患儿安静入室，可简单对答，常规面罩吸氧，给予心电图 (ECG)、血氧饱和度 (SpO2)、无创血压监测。

丙泊酚 2.5mg/kg、舒芬太尼 0.5ug/kg、顺式阿曲库铵 2mg/kg、戊乙奎醚 1mg 静脉快速诱导，可视喉镜下置入 5 号气

管导管，听诊双肺呼吸音清、对称，调整呼吸机至容孔模式，潮气量 150ml/ 次，呼吸 18 次 /min，吸呼比 1:1.5 机械通气。

手术历时 3h，麻醉过程平稳，术毕吸痰保暖，10 分钟后患儿呼吸恢复，间断睁眼，逐渐减停辅助呼吸，充分吸痰后拔

除气管导管，予面罩雾化吸氧，无缺氧症，约 5min 后，患儿痛苦面容，发声困难，开始出现呼吸费力、三凹征，吸气

时喉部组织向内塌陷，心率由 100 次 /min 增至 135 次 /min，血压由 95/58mmHg 增至 130/85mmHg，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持续增高至 60mmHg，SpO2 最低降至 82%。初步考虑可能为喉痉挛，立即面罩加压给氧，遵医嘱给予丙泊酚

20mg 静注，地塞米松 2mg 静注，三凹征有所缓解，血氧恢复到 99%，10 分钟后患儿稍有意识，喉部组织塌陷再次出现，

再次给予丙泊酚 20mg 静注，氨茶碱 0.25g 稀释到 100ml 盐水泵注 0.05g，患儿入睡，症状有所缓解。主麻医生与外科

医生和家属谈话中未发现患儿有与呼吸道相关的既往病史，平素无窒息及呼吸困难症状。以上情况反复出现 4 次，请示

科主任，排除喉痉挛，考虑轻度喉软骨发育不良，指示在前期处理的基础上增加沙丁胺醇喷雾剂喷雾、曲马多 50mg 肌

注、追加地塞米松 2mg 静注、侧身拍背排痰等措施，持续面罩加压给氧，确保 SpO2 在 90% 以上，直至患儿完全清醒，

恢复到术前状态，安返病房，整个过程持续 3 小时。 

　　2. 护理措施

　　2.1 拔管前的护理配合

　　2.1.1 术前访视时的配合 上呼吸道发育畸形致患者麻醉后气管插管、拔管较困难。麻醉前与主麻医生一起访视病人，

详细询问病史，记录患儿术前有无喉鸣或打鼾等情况，一旦疑诊，应配合主麻医生做好慢诱导气管插管并保持自主呼吸

的相关药品和耗材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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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麻醉诱导时的配合 对于术前明确诊断者，插管前不予肌肉松弛剂 ；在插管时应注意，此类患儿声门暴露欠佳，

插管难度大，应由技术熟练者操作，插管动作迅速。护理人员要准备好插管物品，保证可视喉镜等用物处于备用状态，

并在麻醉医生插管时及时传递，确保暴露声门、置入导管、气囊充气、连接麻醉机机械通气等一系列动作快速顺利完成。

　　2.1.3  拔除气管导管时的配合 对于此类患儿，应严格掌握拔管时机及指征。一般手术结束后，不宜过早拔管，以免

喉肌松弛加重呼吸困难，可待患儿肌力恢复、神智较清醒时拔管 ；亦不可拔管过晚，有诱发喉痉挛的危险。拔管前可适

当镇静 ，减少拔管后喘憋的发生。本例患儿在麻醉诱导气管插管及气管拔管时未见明显异常，但在气管导管拔除后喘憋

反复出现，导致病情反复。拔管前应辅助麻醉医生进行呼吸肌功能训练，将患儿置于侧卧位，充分拍背吸痰，边吸引边

迅速拔管。

　　2.2 拔除气管插管后的护理配合

　　2.2.1  吸氧 拔除气管导管后立即面罩吸氧，密切观察 SpO2 等生命体征的变化，使 SpO2 维持在 90% 以上。

　　2.2.2  做好抢救准备 当患儿的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时，护士应立即准备气管插管用物，如可视喉镜、适当型号的气

管导管、注射器、胶布以及诱导插管药品等。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随时协助麻醉医生行二次气管插管。通知手术

医生，准备好气切物品，必要时行环甲膜穿刺或气管切开术。

　　2.2.3  采取正确的体位 颈肩部垫一小枕，尽量打开气道，成鼻吸气体位。对于该患儿我们持续托患儿下颌，使其气

道伸直，以使塌陷的喉组织与喉腔上口之间出现间隙，便于气体通过。病情允许时可使患儿取俯卧位或侧卧位，头偏向

一侧可减轻呼吸困难。 

　　2.2.4  用药护理 保持静脉输液通畅，必要时可开通第二条静脉通道，遵医嘱给予镇痛药、镇静药、激素、氨茶碱、

沙丁胺醇喷雾等 , 并做好双人核对，丙泊酚能有效地抑制喉反射，小剂丙泊酚 (1mg /kg ) 能够使 76. 9 % 患者的上呼吸道

痉挛症状得到缓解。 

　　2.2.5  呼吸道护理 轻度先天性喉软化症为间歇性，当受惊或哭闹时症状明显，安静或入睡后症状缓解或消失，本病

例患儿即为此情形。应加强拍背吸痰，帮助患儿排出气道分泌物，减少对气道的刺激，给予生理盐水 2 ml+ 地塞米松 2.5mg

氧气雾化吸入以减轻喉头水肿，同时使用盐水 1ml+ 布地奈德混悬液 2ml 雾化吸入以减轻患儿喘憋。雾化后暂不吸痰，

以免吸痰时的负压造成患儿气道塌陷，加重患儿喉软骨发育不良导致的呼吸困难。

　　2.2.6  加强病情观察 声门紧闭的情况下应面罩加压给氧，压力 15 ~ 2 5 mmHg，以免过大造成肺部气压伤。密切观

察患儿呼吸情况，有无吸气性三凹征，观察呼吸困难程度，有必要及早行喉镜或纤支镜检查。常规监护脉搏、血压、呼

吸频率及血氧饱和度，每 5 ~ 10min 记录一次。如发现有任何异常，及时报告主麻医生。另外，喉喘鸣者胃食道反流发

生率高，须严防呕吐窒息。

　　2.2.7  保暖 由于手术过程中吸入麻醉气体，术中输血输液加上手术部位的影响不易保暖，术后患者容易发生寒战。

术中低体温与手术患者相关的各种危险因素、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相关，增加了患者的情感和经济负担，因此在患者

苏醒前后应注意保暖。对于患儿手术，手术室温度应不低于 24℃，应注意调整术间温度至 24 度左右，湿度 50 % ~ 60 % 

之间。还可采用特殊物理升温如温毯给予患者保暖，被褥预先加热，以减少寒冷被褥对患者的刺激，及时监测体温并记录。

　　2.2.8 心理护理 安抚患儿，多与患儿进行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使患儿安静，减少哭闹，从而缓解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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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小结

　　围术期过程中，麻醉医护人员需对喉软骨发育不良要有充分的认识，拔除气管插管后如何减轻喉头水肿，避免气道

塌陷，维持自主呼吸是护理的关键。一旦出现了未预见的喉软骨发育不良患儿，麻醉护士应积极配合主麻医生进行抢救

工作，缓解患儿的病情，才能更好的确保患者生命安全。如果事先得知患儿有先天性喉软骨发育不良，手术又可择期，

可在喉软骨发育正常后进行手术治疗。对于喉软骨发育不良合并其他疾病需行气管插管的患儿，拔除气管导管后的呼吸

道护理难度很大，要求较高，易并发感染、呼吸困难等并发症。对于脑瘫患儿，本身发育不好，呼吸道问题更要积极关

注和处理，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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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摘要】

　　遗传性弥漫性白质脑病合并轴索球样变 (leukoencepha-lopathy，hereditary diffuse，with spheroids，HDLS)，

虽存在散发病例报告，在全球来说仍为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近来认为 HDLS 是由于集落刺激因子 1 受体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1 receptor，CSF1 Ｒ ) 基因突变所致。个体间差异显著，即使不同个体存在同一家系内相同

突变的基因，而个体之间临床表现仍复杂多变。同时此类疾病显著的 MRI 影像表现存在非特异性，从而导致 HDLS 的临

床诊断率较低。我们将回顾性分析 HDLS 临床表现、基因、脑成像等辅助检查及遗传特征，从而复习总结相关文献提高

临床辨别率。

　　1. 病例资料

　　1.1 病史 ：患者，女性，46 岁。因“记忆力下降 1 年”于 2020-11-09 入院。 患者于 1 年前无明显诱因开始出现记

忆力下降，表现为丢三落四，不记得物件放在哪里，不记得接下来要做的事，反应较前迟钝，别人提问需要思考一段时

间才能回答，无性格变化、幻觉、妄想等症状，症状逐渐加重，不能胜任会计工作，曾于外院就诊，行 MR 检查提示双

侧侧脑室旁白质病变，现为进一步诊治来我院就诊，起病以来，患者食欲、睡眠可，大小便正常，精神可。

　　1.2 既往史 ：既往有下肢静脉曲张史，1 个多月前行宫颈锥切手术。否认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病史。

　　1.3 个人史 ：无特殊。 

　　1.4 家族史 ：否认家族中有遗传病史及相类似病病人。 

　　1.5 入院后查体 ：神志清晰，计算力下降（100-7-7= ？），记忆力、理解力减退，反应迟钝。 

□文/神经内六科　　胡运新　孙永奇　蓝志科

遗传性弥漫性白质脑病合并轴索球样变1例

孙永奇胡运新 蓝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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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辅助检查 ：遗传性脑白质疾病基因检测 ：CSF1R 基因阳性杂合。

　　MR 颅脑平扫 (1.5T)+ 增强 +DWI :1. 双侧侧脑室前后角周围白质、胼胝体为主多发病变，DWI 检查部分病灶弥散受限，

考虑遗传代谢性脑白质病变，以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MLD）可能性大，建议实验室（尿硫酸酯酶）及头颅 CT 检查进

一步检查 ；2. 弥漫性轻度脑萎缩 ；3. 双侧筛窦少许炎症。 

　　2. 结合病例及总结相关文献进行讨论

　　HDLS 为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尚未有流行病学统计报道，主要影响大脑白质。Axelsson 在 1984 年等首次

报道该病并命名，迄今已报道 100 多例 HDLS 患者。该病发病常见年龄在 20-80 岁之间，较多于 40 岁左右起病，病程

可长 11 年，平均病程约 6 年。其中，45 岁前发病、女性、白质病变范围超过额叶以及脑萎缩，可能是疾病快速进展的

影响因素，目前发病机理尚不明确。本例女性患者 46 岁发病，病程 1 年且进行性加重，符合 HDLS 的临床发病特征。

　　2.1 临床症状 ：此病临床表现为主要有两组症状 : 神经精神症状和运动症状。其最具代表性的临床表现主要有高级皮

质功能的损害 ( 如记忆力下降、执行功能减退、行为甚至人格改变 )、运动和感觉障碍、帕金森症状和肌张力障碍、癫痫

样发作、额叶症状 ( 如缺乏自制力、判断力丧失、洞察力下降等 )、小脑及脑干症状。最终 HDLS 患者大多数因为肌强直、

肌痉挛而长期卧床，逐步失语，直至植物人状态。后期 HDLS 患者多见是由于肺部感染及其他继发性感染而死亡。

　　2.2 影像学表现 ：HDLS 显著的 MRI 影像表现为早期 T2 /Flair 高信号，T1 低信号，表现为双侧、非对称性及局限性，

以额叶、顶叶及枕叶为著，主要累及皮质深部以及皮质下区、脑室周围白质束。有研究表明 ，头颅 MRI 早期显示胼胝体

萎缩以及 T2 像上胼胝体膝部或压部高信号 ( 被认为是疾病的早期特征 ) 可以作为诊断 HDLS 的线索。也可见到弥漫性脑

组织萎缩、脑室扩大以及皮质脊髓束受累。处于病情后期，可观测到病灶相互融合后对称性片状分布。额叶白质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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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可能是 HDLS 患者主要的认知障碍和精神症状的原因。

　　2.3 基因检测 ：CSF1R 基因是目前唯一被确定的 HDLS 致病基因。Rademakers 等收集了来自美国、德国、挪威、

苏格兰的 14 个家系，并对家系中所有亲属均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致病基因定位于 5q32。在 HDLS 致病基因确定后，日本、

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多国相继报道了通过 CSF1R 基因检测确诊的 HDLS 病例。

　　CSF1R 基因包含 22 个外显子，其编码 CSF1R 蛋白，为含 972 个氨基酸的多肽，是Ⅲ型酪氨酸激酶受体属于血小板

衍生生长因子 (PDGF) 受体家族。主要影响单核巨噬细胞、神经胶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Sundal 等研究将 CSF1R 突变的 

HDLS 患者根据突变类型分为外显子缺失组和单个核苷酸改变组，结果外显子缺失组患者的平均起病年龄、平均病程和平

均死亡年龄均低于单个核苷酸组。结果说明 CSF1R 基因突变影响到多个氨基酸时可能加快疾病的进展。CSF1R-HDLS 为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若父母双方之一为先证者，子代遗传突变基因的概率为 50%。本病例 CSF1R 基因检测报告为 ：①染

色体位置 ：chr5_149435781 ；②位置 ：Intron18 ；③参考序列 ：NM-005211.3 ；④ cDNA 水平 ：c.2442+_IG>A ；⑥蛋

白水平 ：P.? ； ⑦状态 ：杂合 ；⑧变异分类 ：致病性。本病例 CSF1R 的 chr5_149435781 位点发生突变，对诊断 HDLS 有

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例患者临床以智能减退 ( 计算力、近期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 ) 起病，病情逐渐进展。头颅 MRI 检查提示双侧侧

脑室前后角周围白质、胼胝体脑白质弥漫性对称性异常信号，DWI 像双侧脑室旁斑点状高信号。然而有研究发现在病理

证实的 HDLS 病例中并不总能发现 CSF1 Ｒ 突变。由于 HDLS 表型多种多样，且部分存在非典型的表现，加上对该病认

识不足，该病的发病率可能被远远低估，临床极易被误诊为痴呆、癫痫、多发性硬化、帕金森病或综合征 ( 多系统萎缩、

皮质基底节变性 )、脑卒中、脑白质营养不良等疾病。根据多中心研究及回顾性分析，2017 年提出特异性较高 ( ＞ 96%)

的参考诊断标准。于临床中，不仅根据临床症状的变化 ( 如精神人格改变、渐进性记忆力、认知功能的减退等 )，询问是

否存在相关的阳性家族史，以及辅助检查中典型脑白质影像学改变，在与多种其他相关疾病鉴别之后，可考虑为 HDLS，

但最终需要结合基因检测 CSF1 Ｒ 突变进行确诊。本例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表现与文献报道的 HDLS 病例相符，结合遗

传学检测诊断为 HDLS。

【专家点评】

　　针对 HDLS 治疗，现并未寻之切实有效的针对性治疗，临床上多以对症治疗为主，其中包括加强日常护理，抗痫、

抗生素的应用，营养支持综合治疗。也有学者正在研究通过条件遗传方法或药物疗法 (CSF1 Ｒ 抑制剂 ) 替代小胶质细胞

耗竭后的空小胶质细胞生态位的免疫疗法来治疗。国内有报道经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 1 例 HDLS 患者，其病情

得到有效控制和延缓。一般该病基因型和表型无相关，但该病表型多样性，基因变异型亦在不断丰富、被发现，今后在 

CSF1 Ｒ 突变是怎样影响基因表达、信号传导，以及相关异常代谢通路在白质脑病及轴索和髓鞘病变中等方面的详尽机制，

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为今后该病的诊治方法带来更多依据。

　　总之，由于 HDLS 的临床表现症状多样且具有变异性，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无特异性，因此常被误诊。对于临床表现

为运动障碍、行为认知改变、 帕金森综合征及精神症状的脑白质病变患者，临床医常师要想到 HDLS 的可能，建议患者及

家属行基因检测以明确诊断，通过遗传咨询减少子代基因缺陷儿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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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摘要】

　　患者李某某，男，68 岁，因“右侧肢体活动不灵活、言语不清 3 月余”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入院。

　　患者自 2021 年 4 月份开始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肢体活动不灵活，表现为右侧上下肢抬起困难，伴言语不清、吞咽困难，

曾于外院住院，诊断为“1. 脑梗死，2. 双侧颈内动脉重度狭窄，3. 左侧大脑中动脉狭窄 - 闭塞”治疗后右侧肢体活动不

灵活好转，右下肢可撑地，但右上肢仍不能活动。伴精神疲倦，胃纳差。患者于外院行脑血管 DSA 检查未成功，遂至广

东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外六科就诊。拟“1. 脑梗死，2. 双侧颈内动脉重度狭窄 ，3. 左侧大脑中动脉狭窄 - 闭塞”收入住院。

患者神志清，认知功能正常，运动性失语。颅神经检查未见异常，右侧上下肢肌张力减低，右上肢肌力近端 3- 级，远端 2 级，

右下肢肌力 4- 级，右侧病理征（+）。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 ：头颅 MRI ：1、脑桥偏右侧、左侧基底节区 - 放射冠多发脑软化灶，考虑脑梗死后遗症 ；2、

脑桥及中脑偏左侧异常信号，考虑沃勒变性，3、头颅 ASL 检查：左侧额颞枕顶叶低灌注及灌注延迟，右侧小脑半球灌注减低，

考虑交叉性小脑神经机能联系不能可能。

　　颈部血管彩超诊断意见 ：左侧颈内动脉起始端重度狭窄（狭窄率约 70%-99%）。

　　全脑血管造影术（DSA）：影像显示 ：1. 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狭窄率约 98%，呈局限性 ；狭窄远端造影剂

缓慢充盈至破裂孔段与同侧圆孔动脉 - 眼动脉 - 颈内动脉眼段逆流汇合 ；左侧颈内动脉远端分支显影通畅，前交通 - 左侧

A1 参与代偿其末端，同侧大脑前、后动脉经软膜代偿左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域。2. 右侧颈内动脉起始部中度狭窄，狭窄

率约 50%，长度约 8mm。3. 右侧椎动脉 V4 段闭塞，右侧 V4 段发出小脑后下动脉后未见显影，右侧椎动脉为非优势侧。

□文/神经外六科　　吴杰　闫学强　李晓龙

左侧颈内动脉剥脱术1例

闫学强吴 杰 李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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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神经外六科主任吴杰解析，颈动脉硬化狭窄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原因。颈动脉狭窄可分为症状性颈动脉狭窄

和无症状性的颈动脉狭窄。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指有脑缺血相关表现和（或）既往有短暂性脑缺血性发作、脑卒中病史。

而无症状患者即无上述任何临床和体征。有些学者把无明显症状的腔隙性脑梗死或仅仅表现为轻度反应减退的情况也归

为无症状者。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是治疗和预防脑卒中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此方式是通过外科手术将颈动脉内的粥样硬化斑块清除，

同时重建颈动脉，已达到消除颅内栓塞灶的来源和扩大血管腔改善血流的目的。本例患者在全麻下行左侧颈动脉内膜剥

脱术，治疗效果满意，颈动脉斑块已剥除，管腔恢复正常管径。

>>  图1：头颅MRI：脑桥偏右

侧 、 左 侧 基 地 区 - 放 射 冠 示 斑 片

状、条片状长T1T2异常信号影，

FLAIR序列呈內低外高信号。

>> 图4：全脑血管造影术（DSA）：左一（术前）左

侧颈内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狭窄率约98%，呈局限

性。右一（术后）左侧颈内动脉内膜剥脱术后，可见

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血流通畅，狭窄较前明显改善。

>> 图5：术后病理示：左侧颈内动脉粥

样斑块伴粥瘤形成。

>> 图2：ASL检查左侧额

颞枕顶叶CBF图伪彩图偏

蓝色改变。

>> 图3：颈部血管彩超检查：左侧颈内

动脉起始端重度狭窄（狭窄率约70%-

99%）。

4. 脑动脉多发硬化，全脑血管走形僵硬，多处呈不同程度狭窄。

　　经科室讨论 ：诊断 ：1、脑梗死，2、双侧颈内动脉重度狭窄，3、左侧大脑中动脉狭窄 - 闭塞，外科手术适应症，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全麻下行“左侧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病理：（左侧颈内动脉）粥样斑块伴粥瘤形成。

术前 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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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摘要】

　　患者洪某，男，12 岁。因“头痛伴反复恶心呕吐 1 月，意识模糊 1 天”入院。患者 1 月前出现头痛症状，伴有反复

恶心呕吐，在外院行头颅 MRI 检查发现第三脑室内占位、梗阻性脑积水，予以脱水、中药治疗等处理，患者症状逐渐加重。

　　入院前 1 天开始出现意识模糊，为进一步治疗转入我院。入院后急查头颅 CT 及术前相关检查，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急诊全麻下行“脑室外引流术”，术后患者意识转清。继续完善头颅 MRI 检查，提示第三脑室内占位，考虑颅咽管瘤可能，

脑膜瘤待排 ；头颅 CT、CTA 示鞍上 - 三脑室区团块状稍高密度占位性病变内存在多发小血管影，病变包绕双侧大脑前动

脉 A2 段。

　　2021 年 12 月 1 日再次在全麻下经前纵裂 - 胼胝体 - 穹窿间入路行三脑室占位切除术，术中显微镜下分块切除肿瘤，

肿瘤前下方包裹前交通动脉复合体，分离过程中发生意外破裂，予以动脉瘤夹 1 枚夹闭，前下方少许肿瘤残留，大脑内静脉、

大脑大静脉保留完整。术后病理提示：纤维型脑膜瘤，CNS WHO 分级 1 级。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未出现任何神经功能障碍，

顺利出院。由于前交通动脉复合体部有少许肿瘤残留，且病理提示肿瘤细胞增生活跃，故术后一个月回我院肿瘤科行局

部放射治疗。  

□文/神经外五科　　王国良　顾有明　蔡俊斌　卢建侃　鲁明

儿童三脑室脑膜瘤手术切除1例

顾有明王国良 蔡俊斌 卢建侃 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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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时急诊头颅CT平扫示鞍上-三脑室有一团块状

占位性病变，大小约42mm×32mm×42mm，边界清

晰，呈稍高密度影，CT值约42HU，密度欠均，内见斑

片状低密度影，边缘示少许斑点状高密度影。幕上脑室

系统明显扩大，室周示斑片状低密度影。

>>   头颅CTA示鞍上-三脑室区团

块状稍高密度占位性病变内存在

多发小血管影，病变包绕双侧大

脑前动脉A2段，Willis环增宽。

>>   术后病理诊断为（三脑室）纤维型脑膜瘤，CNS WHO分级1级，肿瘤细胞增生活跃。

>>   术前头颅MRI示鞍上-三脑室区有一大小约42mm×31mm×38mm的团块状不均等长T1、不均长T2异常信号影，

FLAIR序列呈高信号影为主的等高稍低混杂信号影，增强扫描后呈不均匀强化，邻近视交叉受压明显，双侧侧脑室稍扩

张，室周示斑片状FLAIR序列高信号影，颅内脑沟示多发线样强化影。ASL示鞍上-三脑室区团块状病灶均呈高灌注表现。

>>   术后复查头颅MRI示鞍上-第三脑室病变已大部分切除，术区斑片状各序列高低混杂信号影，增强扫描术区前缘示弧

片状强化影（考虑残留病灶），幕上脑室系统扩大较前缓解，颅内脑沟多发线样强化影较前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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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神经外五科主任王国良介绍，第三脑室内脑膜瘤极为罕见，仅占颅内脑膜瘤的 0.1%~0.18%，而儿童期发生第三脑

室内脑膜瘤更是罕见。由于其位置不典型和缺乏硬脑膜附着，很容易误诊，需与脉络丛乳头状瘤、颅咽管瘤、胶样囊肿、

松果体细胞瘤、室管膜瘤、生殖细胞瘤等相鉴别。多数学者认为第三脑室内脑膜瘤可能起源于脉络丛和脉络膜的蛛网膜

细胞。由于第三脑室内占位极易造成脑脊液循环梗阻而出现脑积水，可导致颅内压升高症状，亦可引起尿失禁以及记忆

或视觉功能障碍。

　　第三脑室内脑膜瘤手术入路的选择取决于肿瘤位置、邻近结构（尤其是深静脉系统）、患者状态和手术医生的偏好。

最常采用经前纵裂 - 胼胝体 - 穹窿间入路或经前纵裂 - 胼胝体 - 脉络膜裂入路。使用这两种手术入路有以下优点 ：首先，

纵裂经胼胝体入路通过自然解剖空间到达第三脑室，无需皮层切口 ；其次，纵裂经胼胝体入路几乎适用于所有第三脑室

肿瘤，尤其是较大肿瘤。第三，大多数患者由于脑积水导致侧脑室扩大，允许经脑室入路。

　　在涉及经胼胝体入路的手术中，应准备长的显微手术器械 ；对于皮质桥静脉和深静脉系统的保护非常重要，尤其是

大脑内静脉；胼胝体切口的长度不超过 2.5 厘米；为避免损伤重要的邻近结构，如下丘脑和深静脉系统，应分块切除肿瘤，

有时可能需残留肿瘤组织，特别是在肿瘤与重要的相邻结构紧密粘附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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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原发性肿瘤，根据细胞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星形细胞瘤和少突胶质细胞瘤，每一类

胶质瘤可以进一步分为低级别胶质瘤和高级别胶质瘤。本例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左侧头部胀痛，影像显示肿瘤巨大，散

在多中心，占据左侧额叶大部分并累及脑室、胼胝体及对侧额叶，强化明显，术前诊断为高级别胶质瘤，占位效应大，

手术切除是该病例治疗的第一选择。由于本例病例肿瘤累及运动功能区及大脑前动脉，位置广泛且深在，肿瘤跨越胼胝

体到对侧额叶。手术重点不仅是保护运动神经功能及周围重要的神经血管 , 更重要的是安全范围下的肿瘤精准定位切除 ,

在最大程度减少肿瘤负荷的前提下，为后续的放化疗创造更佳的治疗效果。该患者散在强化的肿瘤全切除，重要血管神

经保护良好，术后患者在运动、情绪、认知功能均恢复良好。

【病例摘要】

　　患者吴某某 , 男 ,55 岁 , 因“头痛 1 月”入院。患者无

明显诱因开始出现头痛，呈间断性胀痛感，以左侧为主，休

息后稍缓解，无呕吐，无肢体乏力，查头颅 CT 提示左侧额

叶 - 胼胝体占位性病变，伴瘤周水肿，考虑胶质母细胞瘤可

能性大。入院后完善相关辅助检查，行“左侧额叶胼胝体

占位病变切除术”，术后病理示 ：胶质母细胞瘤，IDH 野生

型（免疫组化法），WHO Ⅳ级。

□文/神经外一科　　何桂录　李业海　张良

左侧额叶胼胝体占位

病变切除1例
张 良李业海何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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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不宁腿综合征是一种神经系统感觉运动障碍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双下肢在静息状态下出现难以言状的感觉异常与不

适，如针刺样或虫爬、蚁走样、酸痛感觉和不安宁的感觉，有强烈活动双腿的欲望，患者为减轻痛苦被迫不断敲打下肢，

常在夜间静息时出现或加重，这种症状每次发作时间持续数分钟或数小时不等，并随着患肢的活动而缓解，该病导致患

者有严重的睡眠障碍，可发于任何年龄，以中老年多见，并且随年龄增长发病率有增高趋势。睡眠期周期性肢体运动（PLMS）

常见，至少出现于 80% 的 RLS 患者，PLMS 是 PLS 最重要的不自主运动，表现睡眠中不停地翻身和移动下肢，一侧或

两侧下肢周期性反复刻板的不自主运动，典型呈大趾节律性背伸与踝部背屈，类似 Babinski 征。82%~100% 的 RLS 患

者多导睡眠图（PSG）睡眠周期性肢体指数（PLMSI）＞ 5 次 / 小时（指整个睡眠中每小时的肢动次数），成人觉醒时周

期性肢体运动（PLMW）＞ 15 次 / 小时，对 RLS 具有高度鉴别作用。

□文/心理行为医学科　　康维礼　陈碧茹

不宁腿综合征（RLS）1例

陈碧茹

【病例摘要】

　　患者杨某 , 男，中年，因“睡

眠障碍 10 年余”就诊，杨某 10

年来间断出现入睡困难，睡眠表

浅，醒后再难入睡，常常于凌晨

3-4 点入睡，上床后下肢不自主

抖动，经下地活动症状有所好转，靠抖动双腿或走动才能缓解，偶感有虫爬感和疼痛不适，多年被“不宁腿”折磨，煎

熬着无数个“不宁夜”。既往高血压病史 8 年，有吸烟史、饮酒史。体格检查 ：神志清，问答切题，略显烦躁，静坐和静

卧时双腿不适，经捶打和活动后稍缓解，为求进一步诊治，来我院心理科门诊就诊，经治医师开出多导睡眠图（PSG）检查。

评估结果显示 ：夜间发生肢体运动总计 587 次，其中发生周期性肢体活动 504 次，周期性腿动指数为 86 次 / 小时，属

于重度睡眠期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

康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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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给患者列出治疗方案，并告诉原由。很感动，尽全力为我父亲治疗！我父亲是从湖南的

医院转院到广州的，三九医院让我很踏实。

 ——神经内二科患者　　

　　贵院各部门协调机制很完备，医生和护士很敬业，医护工作态度值得尊重和点赞！

 ——神经内一科患者　　

　　从网络上了解到贵院可手术治疗脑瘫，今天手术第一天，小孩子情况挺好的，感恩郑主任和医生。

——脑瘫科二区患者　　

　　神经外五科在鲁明副院长带领下，团队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护士热情周到。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一定

会向亲戚朋友推荐到三九脑科医院就医。

 ——神经外五科患者　　

　　6 号收费处小姐姐要表扬，3 月 17 号下午 3 点左右拾到我手机，要感谢她，还不肯让我知道她名字。雷锋精神！

——癫痫外科患者　　

　　医生团队强大很敬业。我非常感谢金鑫主任，也感谢他的团队，还有十一楼的潘医生生病了还在为病人操心。最后

感谢三九脑科医院给生病的孩子第二次生命。

 ——神经外三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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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综合诊疗科一区　　丁娟

　　不要以为医院里的患者都是身体虚弱、疲乏无

力的，这位肺癌脑膜转移的患者刘女士（化名）的

力气就让我们大为吃惊。照护过她的护士直言 ：刘

女士的力气大得可以搬动一头牛。

　　刘女士今年 49 岁，在 2019 年 8 月因咳嗽到

江西当地医院就诊，最终确诊右肺腺癌。在接受肺

癌综合治疗 2 年后又查出脑膜多发强化，外院医生

怀疑是脑膜转移。治疗后，刘女士的病情没有明显

改善，反而出现反复头痛、呕吐、看东西模糊等症状。

今年元旦后不久，刘女士开始出现精神异常，经常

烦躁不安、胡言乱语、手舞足蹈。刘女士的女儿既

医护同心，让肺癌脑膜转移患者愿望成真

害怕又担心，不知道平日里那个温柔的妈妈怎么会变成这幅模样，完全判若两人，也认不出自己的亲生女儿了。在朋友

的介绍下，家人陪同刘女士跨省来到我院肿瘤综合诊疗科一区治疗。

　　刘女士刚来到病房时，一下子就打破了病房的宁静，她不停地大喊大叫，其他患者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光是喊叫

还不可怕，刘女士力气之大，让我们这些在临床工作多年的医生护士都“领教”了一番。

　　刘女士入院第二天，医护在进行常规查房时，她除了大喊大叫外，还双腿左右开踢，我们都措不及防。刘女士的主

管医生是一位女医生，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加上护士也都招架不住她的“一脚踢”。但在诊断还不是十分明了的情况下，

医生也不敢贸然使用镇静药，只能让她折腾。每次为刘女士打针都是个“技术活”，需要三名护士和两位家属一起“出动”

才能“制服”她。

　　完善相关检查，医生迅速对刘女士的病情作出判断，医生认为患者肺腺癌脑膜转移的诊断明确，并且患者已经出现

了躁狂状态，病情凶险。最终在神经外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共同保护下，肿瘤综合诊疗科一区医护技团队完美配合，迅

速为患者完成了第一次放射治疗。

　　经治疗，刘女士的情绪稳定了许多，虽晚夜间还有些烦躁，但白天的时候已经可以配合完成简单的治疗。让我们感

到高兴的是，当医护人员再和她打招呼时，她已经能回以笑容。随着治疗和护理的延续，刘女士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她的女儿此前曾多次表示，一定要治好她的母亲，即使不回家过年也要在这里把病治好。如今看到家属的脸上渐渐有了

笑容，焦虑、紧张等已消散，我们都十分开心 ：总算没有辜负患者的期待！当听到主管医生宣布刘女士可以在春节前出

院时，家属更是兴奋极了，“回家过年，走着出院！”来时以为是难以实现的愿望，果然竟然如愿了，他们在病房里就迫

不及待地筹备着年货了。春节前，刘女士顺利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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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让患者和自己减少遗憾

闫学强

　　大脑是人体中最精密的“仪器”，结构复杂、分区精细，稍有损伤，轻则功能缺失，重则危及生命。在这毫厘之间

的“手术战场”，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外六科医疗技术组长闫学强副主任医师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在工作之余还

继续钻研业务，把握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他说，通过努力减少遗憾，是他的追求，因为什么都比不过成功治愈一个患

者带来的成就感。

　　“医二代” 做好治疗的每一环

　　闫学强的父亲是当地有点名气的“赤脚医生”。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早年因为治病救人忙碌奔波，也深刻感受到医

生这个职业的伟大和神圣。所以，他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医生，像父亲那样为百姓解除病痛。这个小小的执念随着成长

愈发强烈，也指引着他一路走到现在。

　　“神奇”是闫学强对神经外科的第一感觉。接触医学前，他并不知道还能打开头颅为人治病。大学时期，了解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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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科后，闫学强觉得无比震惊。而真正接触到神经外科还是在毕业后，闫学强便被其深深吸引。谈起神经外科，提

及颅脑手术，闫学强有着说不完的话，但做好治疗的每一环，为患者减轻病痛、延长生命周期，是他一直的目标。

　　前段时间，一位 64 岁华侨老人找到他。患者从 20 年前开始，右耳的听力就比左耳差，而且越来越差。近一年来

右脸还时常麻木。最终，患者被确诊为右侧桥小脑角区脑膜瘤。“肿瘤直径约 5cm。”闫学强介绍，“后颅窝 5cm 大的

肿瘤已经算比较大了的，极易出现头晕、听力障碍、面瘫、走路不稳等症状”。

　　“瘤体大，容易与脑组织、神经等粘连，术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神经功能障碍，或呼吸和心跳改变，严重的可能

造成死亡。”闫学强说，桥小脑角区为脑神经密集区域，此部位手术难度大，术后风险在于可能损伤到颅神经、脑干等

重要结构，导致术后眩晕、面瘫、声音嘶哑甚至昏迷等严重并发症，患者生活质量下降。该患者因为肿瘤明显压迫到

三叉神经，才引起面部麻木等症状，随着肿瘤继续生长，还会侵犯更多的颅神经、脑干等，导致更为严重的结果。

　　神经外科手术对医生的身心都有着极大考验，术中必须始终保持精力集中，每一步操作都需小心，精雕细琢，避

免手术带来的误损伤。在确定好手术方案后，开颅、显露肿瘤、肿瘤囊内分块切除、保护好血管神经等、分离瘤壁……

显微镜下忙碌了 10 多个小时，手术顺利完成。术后患者恢复顺利，7 天后平安出院。

　　做医生就要不断学习

　　神经外科医生的成长之路艰难且漫长，手术顺利的背后是艰辛、努力的结果。“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

只有加倍学习，多做显微操作练习，熟练掌握显微操作技术，多动脑筋，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到上级医院进修，

积极参加学习班、研讨会和各种比赛、观看学习视频等，都是他对个人技术的磨练与提升，为的是能给病人更好的治疗。

　　脑血管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长期以来，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都居高不下。闫学强介绍，

颈动脉狭窄作为导致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现实中，患有颈动脉狭窄的患

者却不在少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处血管都可能因脂质沉淀积累而形成斑块，造成狭窄，如果在颈动脉沉淀，

就会导致颈动脉狭窄。

　　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是治疗颈动脉狭窄的有效手段。“这个手术在国外是被证实安全有效的，但国内开展得比较晚

并且还没有得到国人的广泛认识。”2016 年，闫学强只身前往北京进修学习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旨在让更多颈动脉狭

窄患者重获健康。家住河源的张大叔（化姓）今年 56 岁。去年 4 月底的一个清晨，身体一向健硕的他，突然发现右边

身体似乎不受“控制”，右手突然僵住，才过几分钟，整个右边肢体就都“僵住”了。在当地医院，张大叔被确诊为脑

梗死。住院保守治疗后，症状加重，手脚不受控，讲话也变得哆哆嗦嗦、含糊不清。

　　闫学强查看患者的相关病史，认为脑梗死诊断明确。完善相关检查后，发现患者左侧颈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狭

窄程度大概是 70%，长度超 2cm。”最终，为防止斑块进一步脱落导致脑梗死加重，闫学强为患者实施了左侧颈动脉

内膜剥脱术，将泥沙样的软斑碎屑顺利剥出。

　　做医生不能忘了初心

　　从医近 20 年，闫学强几乎把所有时间都奉献在了工作上，但即使再努力，也难免有遗憾。闫学强回忆起刚参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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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那会，一位和自己母亲年纪相仿的患者，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最终没能救治成功。“如果放在现在，她的这种病

是可以治愈的。”闫学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无力感和遗憾，所以他每次都要求自己能“想患者所想”，尽力做好

每一台手术，“只有这样，才能给患者带去更精准的治疗，最大限度减少遗憾。”

　　2019 年 3 月，闫学强在会诊时，第一次见到 20 岁的佳佳（化名）。那时，佳佳插着胃管、反应迟钝，整个人也有

气无力地瘫在床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年轻又这么重的烟雾病患者。”闫学强说，患者大半个脑袋都是梗塞、缺血灶，

烟雾病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为了更好地治疗，便建议其接受手术，为脑血管“搭桥”，恢复脑组织供血。

　　“患者父亲几乎是半放弃状态了。”但考虑到患者还那么年轻，如果手术顺利，有很大的概率能提高生活质量。闫

学强不想放弃，所以向家属耐心地解释了治疗方案。“患者的大脑就像一块旱地，‘搭桥’把水接过来恢复脑组织供血后，

她有很大的几率能够站起来，甚至正常地生活。”闫学强真诚又浅显易懂的解释最终让家属接受他的建议，决定让患者

先接受一侧脑血管搭桥术。第一次手术后 3 个月，佳佳就能站起来走路了！这让患者和家属都充满了信心。“手术刚满

三个月，他们就准时复诊，希望尽快接受对侧的手术。”再次手术后一年，佳佳如期返院复查，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已经基本回归到正常生活了。闫学强也由衷替她感到高兴。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被众多医生视为座右铭，这也是一直鞭策激励闫

学强的格言。“可能只是一句简单的‘今天精神不错啊’这样的话就足以让患者建立起信心。”在家属感到绝望的时候，

医生一句关心的话也许就会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闫学强是这样想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

助健康之完美”是闫学强的初心，也是他愿意终生为之努力的目标，他一直奔跑在路上……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外六科副主任医师

　　现任广东省精准医疗学会颅神经疾病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青年委员 ；长期从事神

经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擅长颅脑肿瘤、脑血管病、脑出血、脑外伤、颈动脉狭窄、烟雾病等的诊治，具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2012 年至 2017 年间先后在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北京宣武医

院等从事颈动脉狭窄、烟雾病治疗等专项进修培训。

　　专业特长 ：

　　1. 颅内肿瘤的诊断及治疗，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等 ； 2. 烟雾病、动脉瘤的诊断及治疗，擅长应用显微技术

开展“血管搭桥术”治疗烟雾病等；3. 颈动脉狭窄的诊断及治疗，擅长应用微创技术开展“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4. 高血压脑出血的微创治疗，创伤小、恢复好 ；脑外伤的诊治以及昏迷患者的康复促醒等。

　　科研成果 ：承担广东省科研课题 2 项，获医疗器械类发明专利 13 项，专利转化 4 项，参与编写论著 1 部。

　　发表论文 ：《经颅多普勒超声联合体感诱发电位监测在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中的应用价值分析》、《脑裂头蚴病

继发癫痫的诊疗分析》、《直接搭桥术和间接搭桥术在烟雾病治疗中的对比研究》、《83 例脑裂头蚴病患者临床资

料分析》等十余篇。

闫学强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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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出动》就“女子脖子酸胀竟是颈椎

管内外长了大肿瘤”案例采访我院大外科

首席专家、神经外十科主任欧阳辉教授。

>> 《DV现场》就“梅州少年淋雨后发

热头痛以为感冒却进了ICU”案例采访

我院神经内一科主任助理匡祖颖。

>> 《城事特搜》就“春季精神疾病高

发，如何预防是关键？”话题采访我院心

理行为医学科一区胡全喜副主任医师。

>> 《城事特搜》就“3岁男童频繁头痛

竟被父母当成‘戏精’”案例采访我院

神经外三科主任金鑫。

>> 《G4出动》报道我院医护人员无偿献

血为生命“加油”。

>> 《DV现场》就“气温断崖式骤降，

当心‘天下第一痛’找上门”话题采访

我院副院长鲁明。

>> 《经视一线》就“女子背痛竟是帕金

森病引起”案例采访我院神经内六科主

任胡运新。

>> 《珠江新闻眼》就“婚前检查可降低

生育自闭症患儿风险”话题采访我院心理

行为医学科主任助理温友禄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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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日报  2022年2月22日

“感冒”没在意，16岁少年

   竟 进了ICU！这些症状别轻视

　　广东梅州的一名 16 岁少年反复发热、头痛，最后甚至需要进重症监护室（ICU）抢救，多次转诊才找到了病因——

自身免疫性胶质纤维酸性蛋白（下称“GFAP”）脑膜脑脊髓炎。

　　每年 2 月 22 日是“世界脑炎日”，医生提醒，脑炎首发症状与感冒类似，病情容易被忽视，也比较容易被误诊。

　　患者张星（化名）是个高中生，一次放学时恰逢下大雨，他刚好没有带伞，于是冒雨骑车回家。但是第二天，他

的妈妈发现儿子走路摇晃，额头有些烫。仔细一问，才知道张星当天晚上就开始有些发热，就以为是感冒所以没有在意。

　　张星的家长不放心，带孩子去附近医院发热门诊看病。医生怀疑是上呼吸道感染所致的发热，给予药物对症治疗。

但是，服药四天后，张星的症状没有好转，反而头痛加重、精神萎靡。

　　随后，他的家长带他去上级医院就诊，被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然而治疗后，张星的症状还是没能得到控制。辗

转求医，张星的家长带着儿子来到广州，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看病。

　　“来院时，患者出现意识障碍、嗜睡、呼吸困难、双下肢无力等症状，立即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该院接诊的神

经内一科主任行政助理匡祖颖介绍，经过颅脑及胸椎核磁共振检查，医生发现张星的脑膜及脊膜有明显强化灶，即存

在颅内感染。

　　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后，医生最终诊断为自身免疫性 GFAP 脑膜脑脊髓炎。

　　GFAP 是星形胶质细胞内的中间丝蛋白的主要成分，具有维护星形胶质细胞形态稳定、参与血脑屏障形成、调节突

触功能等多种生物学功能。而自身免疫性 GFAP 脑膜脑脊髓炎，是一种自身免疫介导所产生的 GFAP 抗体所致的星形

细胞疾病。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专家王展航介绍，如果身体存在自身免疫缺陷，而患者又正处于免疫力较为

低下的时候，病毒、细菌等就有机会乘虚而入，进而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早知道就给他送伞过去了，没想到引发这么大一场病。”张星的爸爸懊悔不已。医院给予免疫球蛋白冲击、抗感染、

营养神经及康复等对症治疗后，张星顺利出院。近期，他回院复查，恢复良好。

　　王展航提醒，脑炎早期的临床症状不典型，一般为发热、头痛或全身没劲，容易误诊为感冒。“脑炎是急症，不及

时治疗，致死率非常高，延误治疗也会导致严重的后遗症。”王展航说，出现类似感冒症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建议尽

早治疗。

　　【记者】朱晓枫

　　【通讯员】郑琳



《三九脑科院刊》 总第86期  2022年4月份  | 47

来源：羊城晚报  2022年3月1日

脖子酸胀不一定是颈椎病！

医生：颈椎问题久治不愈要当心

　　文 /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郑琳  上班时间用电脑，下班时间玩手机，这是当前不少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这也导致颈椎病越来越年轻化。不过，广州医生提醒，颈椎椎管内肿物的早期症状与颈椎病类似，市民朋友一旦“颈椎病”

问题久治不愈，就要到神经专科进一步问诊。

　　脖子僵硬酸痛，误以为是颈椎病

　　今年 34 岁的王红（化名）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云浮当地一窗口单位工作。大概从两年前开始，爱岗敬业的她

就隐约感觉脖子僵硬和酸痛。半年前，王红开始到当地诊所进行理疗。“连续按摩、针灸了一个多月，也吃了不少中药，

但效果还是很不明显。”王红的爸爸王大叔说，因为王红平时工作经常对着电脑，就一直以为是颈椎病。

　　今年 1 月初，家人发现王红走路变得很慢。“没什么力气，抬不起腿，到 2 月初就难以走路了。”王大叔说，在当

地医生的建议下，王红做了颅脑一颈椎核磁共振检查。最终，王红被告知，颅内影像检查无异常，但颈椎椎管内有占

位性病变，怀疑是椎管肿物。为寻求进一步诊疗，2 月上旬，王红来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颈椎肿物易被误诊为颈椎病

　　该院接诊的大外科首席专家、神经外十科主任欧阳辉结合患者病史及相关影像检查资料，发现病人椎管内外肿物

的诊断明确，考虑是神经鞘瘤的可能性大。“左侧颈 1-2 段椎管内外沟通有巨大哑铃形肿瘤，如不手术切除，将很快影

响呼吸，危及生命。”欧阳辉表示。在尽快完善相关术前检查后，2 月中旬，欧阳辉团队在全麻下为患者实施了颈 1-2

段椎间孔内外沟通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神经鞘瘤，进一步证实了欧阳辉此前的诊断。

　　“肿瘤直径超过 4 厘米，使颈 1-2 椎间孔扩大，严重压迫高颈段脊髓及椎动脉。”医院神经外十科主任行政助理邓

心情介绍，肿瘤现已完全切除，术后经过抗感染、康复等一系列对症治疗，王红症状已明显好转，并于日前顺利出院。

由于肿物长在颈 1-2 水平颈椎椎管内外，压迫神经，才造成了脖颈持续疼痛及肢体麻木、乏力等症状。“随着病程的进展，

可能引起四肢瘫痪甚至呼吸停止，导致死亡。”欧阳辉介绍，颈椎椎管内肿物初始症状与颈椎病类似，容易与颈椎退化

性疾病混淆，导致延误治疗。他提醒市民朋友，尤其是中青年人，一旦日常出现莫名的麻木、乏力，腰腿疼痛、走路不稳，

或颈椎、腰椎病长期不能缓解，久治不愈，就要前往正规医院的神经外科接受进一步诊断，切莫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王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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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男子突发脑梗

或与按摩有关
来源：广州日报  2022年3月18日

　　平时用手机电脑时间久了脖子酸，肩颈按摩就成了新的放松方式。广州医生提醒，按摩不当容易造成颈动脉斑块脱

落或血管壁内膜撕裂，导致脑梗发生。

　　酒后突发脑梗

　　今年 29 岁的王培（化名）家住花都。3 月 4 日晚 10 点多，应酬完回家的他，简单洗漱后就上床睡觉了。“大约凌晨

3 点多，他起来上洗手间时，发现身体左侧完全动弹不得。”王培的妻子张芳（化名）见状，立即拨打 120，将他送到附

近医院。在当地医院，王培被告知可能是脑梗。为寻求进一步诊疗，3 月 5 日晚，王培辗转来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该院接诊的神经内一科主任助理匡祖颖主治医师仔细查看患者的影像资料，结合查体，认为是急性脑梗的可能性较大。

追问病史得知，患者在近一个月来，总感觉得脖子不大舒服，并在事发前两晚，去了附近的按摩店做了肩颈按摩。“脑血

管造影检查显示左侧椎动脉 V3 段闭塞。”匡祖颖说，最终该患者确诊为延髓及高颈髓缺血性梗塞。

　　脑梗年轻化或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延髓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功能器官，支配着正常的呼吸和心脏功能。匡祖颖介绍，延髓梗死会导致呼吸衰竭和心脏跳

动停止等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延髓及高颈髓缺血性梗塞非常少见，尤其是年轻人更是罕见。”匡祖

颖解释。

　　给予抗血小板聚集等药物和康复治疗后，王培肢体麻木等症状逐渐好转，并将于近日出院。

　　“我们了解到患者有熬夜的习惯。”该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专家王展航表示，近些年来明显感觉脑梗的发病人群有逐

渐年轻化的趋势。“与长期熬夜、饮食偏咸、偏油等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导致内分泌激素紊乱，引

起血管张力调节失衡 ；高盐高油脂的饮食容易引起血压升高 ；而血压增高会引起脑血管壁损伤，导致血栓形成，从而引

起缺血性脑卒中。

　　“颈部按摩不当也是脑梗重要的诱因之一。按摩不当容易造成斑块脱落或动脉血管壁内膜撕裂造成动脉夹层，进而引

发急性脑梗。”王展航强调，市民朋友尤其是年轻人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颈部按摩也要适度，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

语不清、视力减退、口角歪斜、复视等，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文 / 广州日报 · 新花城记者 ：梁超仪      通讯员 ：郑琳     广州日报 · 新花城编辑 ：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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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2年3月30日

3岁男童“戏精”附体？

元凶藏在大脑深处

　　（采写 王道斌    通讯员 郑琳 ）表情古灵精怪，频频呕吐、斜视、头痛，3 岁宝宝的这些症状被当成了撒娇卖萌、戏精附体。

经过专业的影像检查，这才查明是颅内长了肿瘤。神经外科专家提示，儿童出现头痛、呕吐、斜视等情况，往往提示颅

内出状况了，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

　　频繁头痛被误以为是“戏精”

　　3 岁 10 个月的童童一直跟外公外婆生活在四川。今年元旦前后，童童总是莫名其妙地喊着头痛。“指着额头正中间

的地方说痛。”童童的妈妈张女士说，在当地医院，童童被诊断为鼻炎，并给予对症治疗。

　　春节期间，张女士夫妇回到四川。“不喊头痛时，跟正常一样，能吃能玩。”所以，童童每次喊头痛的时候，家人都

以为他是在“装”。“‘你看，戏精来了。’他爸爸经常说。”后来有长辈提醒，孩子可能是“脑炎”，于是张女士又带孩子

去了当地上级医院，不过还是诊断为鼻炎。

　　2 月下旬，张女士夫妇回到广州开始正常的工作生活。不料，3 月上旬，张女士接到孩子舅舅从四川打来的电话，得

知孩子不仅脖子歪斜，连路也走不了了。“我赶忙坐飞机回去，把他带到广州来。”最终，张女士带着童童找到了广东

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外三科主任金鑫。

　　颅内肿瘤作祟，引发怪异反应

　　“从影像片中可以清晰看到，患儿颅内松果体区有一个大小为 22mmX20mmX15mm 的明显占位，考虑是畸胎瘤的

可能性大。”金鑫说。完善相关术前检查，金鑫团队为患儿实施了松果体占位切除术，顺利将肿瘤切除。术后病理诊断为

成熟畸胎瘤，进一步证实了金鑫此前的诊断。“显微镜下可清晰看见毛发、皮脂腺、汗腺等细胞，符合成熟畸胎瘤的诊断

标准。”

　　颅内畸胎瘤是生殖细胞肿瘤中常见的一种，一般是胚胎在发育过程中，原本应该分化为牙齿、头发、骨骼、皮脂等

的细胞“跑”到大脑里“生根发芽”了。由于松果体位于脑组织的最中央，不仅位置深，而且周围血管、神经密布，手

术风险还是极高的。

　　成熟畸胎瘤一般是良性的，可能与遗传、环境等因素有关，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症状。“不过家长还是要提高警惕，如

果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肢体抖动、头痛头晕、呕吐等症状，要及时到神经外科排查原因。”金鑫说。

　　术后，给予脱水降颅压、抗癫痫、抗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后，童童已于近日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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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人报  2022年4月11日

七旬阿婆被三叉神经痛“折磨”

十年

　　本报讯 ( 记者 张洵    通讯员 郑琳 ) 广州一位七旬阿婆被素有“天下第一痛”之称的三叉神经痛前后“折磨”10 年，

多次治疗后均复发致精神萎靡、痛不欲生。医生提醒，三叉神经痛难自愈且容易误诊，老年人千万要警惕。

　　三叉神经痛多次复发

　　来自广州的 72 岁黄阿婆 ( 化姓 ) 身子骨硬朗，闲暇时经常约上三五好友到处“叹早茶”。据黄阿婆的女儿张小姐 ( 化姓 )

回忆，大约从 2011 年开始，黄阿婆右脸就莫名奇妙地疼痛。“跟刀割一样疼痛！刷牙喝水、风吹受凉吃饭等都可能引起

发作。”张小姐说，时不时毫无征兆地发作，让母亲痛苦难忍。最终，黄阿婆在附近医院确诊为三叉神经痛，并接受了伽

马刀治疗。万万没想到的是，2015 年，三叉神经痛复发。于是，她又到附近医院再次接受了伽马刀治疗。

　　“今年春节期间还正常走亲访友。正月初十，三叉神经痛再次复发。”张小姐说，本想着年纪大了接受药物等保守治疗，

无奈服药后头晕呕吐，反应非常强烈。“吃不下睡不着，整天闷闷不乐的，也不出去。“我都好久没去喝早茶了。”黄阿婆

一脸无奈地说。3 月 10 日，黄阿婆在女儿的陪同下，辗转来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手术解除“天下第一痛”

　　“三叉神经痛诊断明确。”该院副院长鲁明详细地向患者询问病史和查体。考虑到多次伽马刀治疗后复发，建议患者

接受手术治疗。完善相关术前检查后，鲁明和神经外五科主任王国良团队为患者实施了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成功解

除了动脉对三叉神经的压迫。

　　“术后，患者右侧面部痛觉消失，面部其他功能保留完好。经过对症治疗，困扰多年的疼痛终于消失！”王国良说。

黄阿婆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笑容，并于近日顺利出院。

　　三叉神经痛素有“天下第一痛”称号，通常表现为牙齿、牙龈、嘴唇等地方电击样、针刺样、刀割样或撕裂样疼痛。

鲁明介绍，微血管减压术可对三叉神经走行区进行探查，将所有可能产生压迫的血管“松懈”开，并将这些血管用垫片

与神经根隔离。“责任血管被隔离，产生刺激的根源就会消失，三叉神经核的高兴奋性也就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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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腰疼3年确诊帕金森！

警惕这些“看不见”的症状

来源：南方日报  2022年4月11日

　　4 月 11 日是今年的“世界帕金森病日”。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 300 万帕金森患者。医生提醒，大部分患者会出

现手抖等“看得见”的症状，但也要警惕“看不见”症状。

　　49 岁的吴女士（化姓）家住湛江，从 2019 年开始，她的后腰经常疼痛。一开始，吴女士以为是工作劳累所致。“当

时在饭店里做帮工，长时间站立，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渐渐地，她发现后腰疼痛越来越严重，疼痛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痛得晚上睡觉都翻不了身，双脚也开始麻木无力，

最严重时连路都走不了。

　　吴女士在当地医院连续接受了 3 个月的针灸治疗，但腰痛脚麻的症状不仅没有减轻，还在持续加重。为寻求进一步

诊疗，吴女士来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该患者以‘疼痛’起病，后续陆续出现麻木、僵硬、运动迟缓等运动症状。”该院接诊的神经内六科主任胡运新仔

细询问患者的病史，结合相关的临床指征，认为是帕金森病的可能较大。给予抗帕金森病等对症治疗后，吴女士腰痛脚

麻的症状有所好转，双脚也能慢慢下地走路，并将于近日出院。

　　“大家对帕金森病的第一印象就是手抖，其实该病还有诸多‘看不见’的症状，包括嗅觉减退、疼痛、疲劳、睡眠障碍，

甚至是焦虑、抑郁、睡眠和认知功能障碍等。”胡运新介绍，这些症状往往会在早期出现，并贯穿疾病始终，严重者会影

响治疗效果。

　　胡运新说，帕金森病的诊断需要结合运动症状、非运动症状进行详细完整的评估，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帕金森

病虽无法治愈，但尽早诊断、及时干预、长期治疗、全程管理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记者】朱晓枫

　　【通讯员】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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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脑瘫科以当前国际先进的脑瘫治疗理念为基础，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脊柱外科、矫形外科、

儿科及康复科的诊疗为一体，对各类脑瘫患者进行精确诊断、细致评估、系统治疗。该科以强大的综合神经康复为基础，

以系统全面的手术治疗为特色，其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SPR）、选择性周围神经部分切断术（SPN）、颈动脉外膜

剥脱术（CPS）、各类肢体矫形、精准定下 A 型肉毒毒素注射等术式较为成熟。治疗脑瘫患者超过近 3 万人次，完成各类

脑瘫手术近万台，疗效显著，赢得了广大脑瘫患者及家长的赞誉。目前，该科已成为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集手术、治疗

和综合康复为一体的脑瘫专业医疗机构。

十大组合拳

还脑瘫患儿一个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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