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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后痴呆
多为血管性痴呆

在 65 岁以上人群发生的痴呆
中，除了老年痴呆即阿尔茨海默
症，还有一种是血管性痴呆。血管
性痴呆多与相关脑区的出血、梗塞
有关，而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
患者中，出现血管性痴呆的几率也
非常高。血管性痴呆很容易与老
年痴呆混淆，两者的治疗方向、效
果也不同。

“老年人往往有血管病变，而
血管性痴呆大多伴随中风的发生
而出现，可轻可重。”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神经科主任陆正齐教授
指出，血管性痴呆的早期症状与阿
尔茨海默症类似。例如，近期遗
忘、出现妄想、容易走失等。但血
管性痴呆与阿尔茨海默症也有明
显差别。阿尔茨海默症的病情会
持续加重，而血管性痴呆的发病更
为突然，常伴有肢体活动障碍，例
如走路不稳。有些人会出现视空
间障碍，例如穿错袜子和鞋，不能
铺桌布和床单等。血管性痴呆病
程多呈阶梯式发展，即较长一段时
间病情稳定，不恶化甚至好转，头
颅CT和MRI显示大脑有程度不等
的缺血灶或出血灶。

在治疗上，阿尔茨海默症和血
管性痴呆也并不相同。前者至今没
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阻止其发展。
而后者只要及时采取对症治疗，伴
随肢体活动障碍的恢复，智能障碍
可以部分或基本恢复。如果拖延治
疗，情况也会越来越糟。

患者数量不断攀升，我国患病人数已超900万

九大症状 警惕“老年痴呆”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

年痴呆）患者数量正在不断攀升。

国际阿尔茨海默症联合会21日发布最新报告

显示，全球受痴呆症影响人数已达4700万，并且这

个数字到2050年还会翻三番；但即便是高收入国

家的患者目前也仅有约一半人得到诊断，中低收入

国家得到诊断的只有十分之一或更少。另有数据

显示，我国目前患病人数已超900万。

据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老年神经变
性专科副主任、广东省神经康复学会痴呆与认
知障碍专业委员会主委刘军教授介绍，阿尔茨
海默症也称老年痴呆，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
疾病，主要发生于老年期和老年前期，表现为
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能力损害、
抽象思维和计算力损害、人格和行为改变等。
患者的大脑会出现因神经元变性、丢失而引起
的脑萎缩、神经元纤维缠结等变化。

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因迄今尚不明确，
可能为多因素参与，例如遗传、环境、老龄、代
谢、头部外伤史、雌激素缺乏等，是通过多种途
径所致的慢性复杂的病理过程。关于发病机
制，目前学界多数认为是大脑内部一种蛋白的
生成与清除失衡导致了神经变性和痴呆的发
生。

刘军分析，年龄是阿尔茨海默症最大的危
险因素，年龄每增长5—10岁，患病率即增长一
倍。在6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中，患病率为
5%；超过85岁，患病率增加到25%；95岁以上
的老人中患病率高达60%。

病因不明
患者大脑渐渐萎缩

人们观察到一个现象：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中，女性似乎比男性多。我国流行病学统计数
据也显示，老年痴呆的患者女性多于男性，60
岁以上妇女患老年痴呆通常是相匹配男性的2
到3倍。

刘军指出，女性发病率高，可能是由于女性
平均寿命普遍比男性长。另一方面，研究显示，
女患者的表现与男患者多有不同，症状更为突
出。而男性得此病，早期症状更为隐蔽，因而给
人的感觉是“女人更容易得老年痴呆”。“女人和
男人的大脑结构不同。男性大脑容积大于女
性，能更好地耐受老年痴呆的病理改变。”刘军
指出，研究显示，当男女具有相似的病理改变
时，女性更容易获得临床诊断。

在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的人群中，男女也有
明显的差异。从发病年龄来看，男患者较早，女
性较晚。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男患者更高，女患
者更低。从病程来看，男患者较短，女患者较
长。从典型表现来看，男患者可能先出现行为
异常，然后出现记忆力下降。而女患者往往首
先表现为记忆力下降。

研究也发现，老年痴呆与基因有关，父母是
老年痴呆患者，子女患病风险要高于普通人，且
发病年龄可能早于65岁。

女人更易患病？
可能只是症状更突出

老人有九大症状或因阿尔茨海默症AAA CCC
刘军指出，阿尔茨海默症主要有认

知功能减退、生活功能下降及精神行为
异常等九大临床表现。

1.记忆减退
记忆减退是阿尔茨海默症最主要

的症状。患者早期可出现近期记忆障
碍，远期记忆保持较好，如不能记忆当
天发生的日常琐事，记不得刚做过的事
或刚讲过的话……病情后期则可影响
远期记忆，表现为童年的事记不清楚，
以前掌握的外语水平大大下降，甚至连
自己的儿女也不认得。

2.学习能力下降
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学习新事物

的能力常常明显减退，对于新事物失去
学习的主动性，自然地产生抵触、倦怠，
从而影响患者的学习能力。

3.走失
患者常出现定向力障碍，由于定向

力障碍，患者常常不认得家门，导致走
失。在房间里找不到自己的床，辨别不
清上衣和裤子以及衣服的上下与内外

……到了后期，连最简单的几何图形也
画不出来。患者甚至不会使用筷子、调
羹等日常用具。

4.算错账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早期出现计算

速度明显减退，稍微复杂一点的计算就
无法完成。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
现明显计算力下降，常弄错物品的价
格、算错账、付错钱，最后连最简单的加
减计算也完成不了。

5.失语
患者最初表现为说话唠叨重复，听

者不知所云。当病情进一步恶化，患者
就会出现自说自话，所说内容杂乱无
章，或者答非所问。晚期患者出现缄默
少语，丧失阅读能力，与人交流沟通的
能力下降，无法通过文字获取信息，最
后出现完全性失语。

6.情感障碍
患者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思维

情感障碍，表现出大脑思维混乱，不论
大小事情都会纠缠不清，同时出现情感

迟钝，对人淡漠，漠然无表情，但有时又
会出现如小儿样的欢欣和极度夸张的
程度，表现得喜怒无常，有时患者会出
现幻听、幻视等幻觉。

7.性格改变
多数患者性格改变表现为原本乐

观开朗、和蔼可亲的老人，逐渐变得自
私、主观，或急躁易怒、不理智，或焦虑、
多疑。还有一部分人表现为性格孤僻。

8.行为障碍
患者早期表现为以遗忘为主的行

为障碍，如好忘事、遗失物品、迷路走失
等。中期多出现为与思维判断和个性
人格改变相关的行为异常，如不分昼
夜，四处游走，吵闹不休，不知冷暖，衣
着混乱，不辨秽洁甚至有性欲亢进的倾
向。

9.行动障碍
痴呆晚期病人会出现行动障碍，表

现出动作迟缓，走路不稳，偏瘫甚至卧
床不起，大小便失禁，不能自主进食等
晚期症状。

刘军提醒，目前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
效果不明显，预防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在多伦多举行的全球阿尔茨海
默症年会上，有多项新研究成果引人注
目。新的研究显示“地中海饮食”有助于
预防老年痴呆，而运动可延缓该病导致的
记忆力下降。

地中海饮食，是泛指希腊、西班牙、法
国和意大利南部等处于地中海沿岸的南欧
各国以蔬菜水果、鱼类、坚果等五谷杂粮、
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这些居民
心脏病发病率很低，普遍寿命长，且很少患
有糖尿病、高胆固醇等现代病。研究发现
地中海饮食可以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降
低发生中风和记忆力减退的风险。

此外，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荷
兰、瑞典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阿尔茨海
默症病例增速出现放缓甚至逆转，比如，
《自然·通讯》今年4月刊载的一篇调查文
章说，2015年英国新增20.9万个阿尔茨
海默症病例，远低于1991年根据人口增
长和老龄化趋势所预期的25.1万个。这
一趋势的出现原因暂不明确，但有研究人
员指出，心血管健康改善，更好的降压、降
胆固醇药以及脑部刺激，或许对控制阿尔
茨海默症病例增加起了作用。

刘军说，阿尔茨海默症目前治疗困
难，但及早发现和规范治疗可减轻病情和
延缓发展。因此家人应帮助患者积极就
医。 （本报综合）

预防痴呆
不妨采用“地中海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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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卫计局

为失独家庭落实抚慰金
本报讯 通讯员熊丹报道：今年来，通山县

采取各项措施，切实做好失独计生特殊家庭一次
性抚慰金的确认和发放工作。

各村（社区）计生专干主动上门，向对象户宣
传，协助其填写相关申报资料。该县卫计局工作人
员对全县13个乡镇上报对象进行上门核查确认，经
核实，全县共有73户计生失独特殊困难家庭。

该县卫计局领导亲自来到计生失独特殊困
难家庭，逐户现场发放慰问金。据统计，截至目
前，全县共有73户困难失独家庭，落实了一次性
抚慰金 73万元。

崇阳

检查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宋璐、王易报道：9月20日

至27日，崇阳县妇幼保健院抽调业务骨干，对全
县28所幼儿园进行健康证、卫生保健工作督导检
查。

20日上午9时，督查组抵达青山镇，查看了
该镇幼儿园各班的卫生保健宣传栏、厨房卫生状
况及食品留样情况以及各班级茶水桶、毛巾、水
杯及卫生间的卫生状况。督察组还查看了幼儿
园工作人员的健康证。督导组在对幼儿园幼儿
保健管理工作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对今后的幼儿
保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崇阳县从2012年开始对全县幼儿园进行卫生
保健工作督导检查，切实提高全县幼儿园卫生保健
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桂花镇

开展健康生活知识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汪新梅报道：近日，桂

花镇开展了为期3天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
宣传活动。

活动以“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共圆健康
梦”为宣传主题，旨在有效提高桂花镇群众对高
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主
要慢性病预防控制的认知度。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面对面的讲座形式，针对

目前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疾病高发
群体，倡导民众养成适量运动、合理膳食、心理平
衡的健康生活方式。”镇卫生院院长陈建军说。

此次宣传活动深受中老年人的欢迎，全镇共
设立咨询点18个，悬挂横幅10余条，发放宣传单
1600份，咨询群众500余人，免费体检300余人。

通过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活动，使
群众进一步了解“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
一辈子”的意义，提高了高血压、心血管病、糖尿
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防治知识的知晓率。

市中心医院 同济咸宁医院

筹建生殖专科
本报讯 记者刘晖、通讯员肖晓报道：9月28

日，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生殖中心正式成
立，这是我市唯一一家获得省卫计委批准筹建的
生殖专科，将为咸宁市民提供各项先进的生殖医
学服务。该中心的成立，是我市健康事业发展的
又一突破。

随着不孕不育患者在育龄人口中所占比例
的增多，同时，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生殖健
康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满足群众健康需求，市中
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积极筹备建立生殖中心。
建设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所有医护人员均
按国家规定参加培训且获得从业资格，有较全面
的生殖医学基础理论知识。设备精良，使用的均
为国内先进的仪器。

据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心可以开
展不孕不育、生殖内分泌疾病、生育咨询等诊疗
项目，可对各种不孕不育、月经失调、多囊卵巢综
合症、闭经、痛经、经前期综合征等患者提供个性
化、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进入秋季，
很多市民开始进补。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
主任王先锋表示，秋季进补应以因人、因时、
因地制宜为前提，以养肺、调肝、健脾、滋肾
为原则。

王先锋提醒，不同的人群秋季滋补要
用不同的方法，其中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少
年儿童及患有慢性虚弱性疾病者，应偏重
滋补以强身健体；对青壮年人群而言，应
适当增加户外运动、合理膳食以增强体
质；对中老年患有高脂血症、高脂血症、高
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疾病人群来说，应注
重调理体质状态适时养生保健。

而针对秋季养生的特点，日常应注意
做到以下几点：

起居上要早睡早起，注意添加衣物，
防止因受凉伤及肺部。

要增加户外运动。秋季是外出锻炼

的大好季节，每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不同的项目。

要少辛多酸。多吃酸的，如苹果、橘
子、山楂、猕猴桃等，能收敛肺气；少吃葱、
姜等辛辣食物，可避免发散泻肺。银耳、
豆腐、百合等，也有润肺作用。

主动饮水是秋季养肺的重要环节，不
宜一次大量地快速饮水，要多次少饮。最
好是在清晨锻炼之前和晚上睡觉前各饮
水200毫升，白天的两餐之间可陆续饮水
800毫升左右。

在秋季可通过洗澡促进血液循环，使
肺与皮毛气血流通,以浸浴为主，时间以
20分钟左右为宜。每晚临睡前，坐在椅子
上，身体直立，两膝自然分开，双手放在大
腿上，全身放松，吸气于胸中，同时抬手从
两侧胸部由上至下轻拍，呼气时从下向上
轻拍，持续约10分钟。

秋季养生因人而异

本报讯 通讯员佘娟娟、李铖报道：9月23
日，赤壁市举行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培训，全
市共100余名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以《知法、懂法、守法，提升食品生
产管理水平》为主题，以《食品安全法》《湖北省食
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范》《关于完善食品生产
企业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度》《湖北省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后处理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重
点，以案说法，增强食品生产者主体意识、责任意
识和法律意识，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

赤壁市食药监局

培训食品生产企业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家住
茶花路的陈女士开始犯难，家中宝宝已有5
个多月，准备添加一些果汁给宝宝喝，但不
知婴幼儿喝果汁需注意什么？

温泉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苏
艳红介绍，很多爸妈会在宝宝的辅食菜单上
加上果汁，好让宝宝更好地吸收维生素。孩
子们也都非常喜欢喝果汁，但婴儿喝果汁有
讲究。

自制果汁时，应注意这些问题。直接喝
鲜榨果汁，引起腹泻或便秘。不少家长都会
直接将榨好的水果让宝宝饮用，认为如此味
道浓郁也够新鲜，不过这样很容易使孩子有
腹泻或者便秘状况发生。

家长在榨果汁给孩子喝时，建议将果汁
与水的比例稀释，可以用1比2甚至是1比
3的比例做稀释，若是宝宝喝完果汁后，排
便没明显的改变，可以慢慢由淡转浓，比例

可改为1比1或2比1。此外，不一样的水
果其稀释的程度也不相同。

像西瓜本身的水分较为充沛，故稀释的
比例可以减少;而苹果、梨子或桃子等含水量
较为丰富的果类，即可依照一般比例稀释。

果汁不能取代水果。部分父母大概觉
得液体果汁与固体水果相较之下更为方便，
觉得鲜榨果汁就能等同水果，而且喝果汁似
乎比吃水果更安全，不用担心孩子会噎到，
就干脆用果汁代替水果了。但这是不正
确的。家长榨果汁给宝宝喝，应尽量挑选新
鲜的时令果类。此外，建议家长可以将榨汁
后的固体残留余渣也让宝宝吃，为健康加
分。

婴儿喝果汁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