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 老张在瑞金医院神经内

科记忆门诊被诊断为早期阿尔茨海默

病， 在家人精心照顾下， 除了记忆力

下降、 做事情不太利索外， 也没别的

大问题， 和老伴及儿孙过着平静幸福

的日子。 上个月， 他的老伴突然因脑

血管意外过世了 ， 一家人都很难过 ，

但一直与老伴恩爱有加的老张却没有

半点反应， 不见一丝悲伤。

当一家子的悲伤逐渐褪去之后 ，

大家发现老张不太对头， 整日没精打

采， 不愿做任何事情， 就像丢了魂一

样， 记忆力下降也比以前更加严重了。

于是， 家人带着老张再来就诊， 医生

经过诊断告诉老张的家人： 老张并非

“无情”， 而是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最

常见的一种并发情感障碍———淡漠。

一般来说，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认知功能变化往往容易被关注到， 但

该病伴发的情感障碍像一个 “被遗忘

的角落”， 亟需被看到、 被重视。

“吞噬”患者，挫伤照护者

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 患者

会出现一些神经精神症状， 比如躁动、

抑郁、 幻觉、 谵妄、 淡漠等， 几乎所

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疾病过程中都

至少出现过一种神经精神症状。

这其中， 淡漠患病率高， 持续时

间长！ 研究显示， 在确诊后的 5 年内，

约 70%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会发生淡

漠。 随着疾病持续发展， 淡漠的发生

率又会显著升高， 会与认知症状相互

影响， 形成恶性循环———焦虑、 淡漠

与阿尔茨海默病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淡漠不仅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疾病负担， 降低生活质量， 严重的

话甚至会导致死亡风险增加。 淡漠是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死亡的最强神经精

神预测因素， 伴有淡漠的患者的死亡

率， 是不伴有淡漠的患者的 3.1 倍！

持续性的淡漠会导致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生活能力不断下降。 还有研究

发现， 淡漠可能与睡眠障碍显著相关，

会造成患者白天嗜睡、 夜晚失眠， 进

一步恶化生活质量。

另外， 淡漠会给照顾患者的照护

者带去较大的挫折感， 加重照护者的

心理负担。 常见的是， 由于家属对淡

漠症状的认识不足， 容易误以为患者

对自己的照顾不满 ， 因此感到生气 、

愤怒， 甚至对患者失去耐心和信心。

“不打扮、不洗脸”的信号

淡漠的核心是长时间缺乏动机 ，

即患者对周边环境的转变缺失感情

上的反映 ， 比较严重时对自身的身

心健康不闻不问， 日常生活散漫， 不

打扮， 不剪发， 不洗脸， 对挨饿和疼

痛甚至亲人的不幸遭遇都没有太大

反应……这都提示患者可能出现了

淡漠 ！

所以， 当患者有这些表现时， 应

尽快到医院接受专业检查。 目前， 淡

漠评估量表是临床用于诊断和评估淡

漠的重要 工 具 ， 如 淡 漠 评 估 量 表

（AES）、 神经精神问卷 （NPI）、 淡漠

访谈和评价量表 （DAIR） 等。

非药物治疗配合效果更好

当出现情感淡漠的症状后 ， 一

定要及时寻求专科医师的诊治 。 一

般来说 ， 干预方法分为药物和非药

物两种 。

有研究显示， 利斯的明、 多奈哌

齐、 加兰他敏和美金刚均可一定程度

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淡漠症状 。

其他精神类药物如哌甲酯等药物， 对

情感淡漠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非药物疗法包括音乐疗法、 运动

疗法、 作业疗法。

现场音乐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淡

漠症状有改善作用， 患者年轻时唱的

歌常常能激发出最多的回忆； 节奏明

快的舞蹈曲调对人的精神会产生有益

刺激， 鼓励患者参与一些跳舞社交活

动 ； 舒缓的音乐还可以缓解焦虑症

状， 例如， 就寝时摇篮曲可以帮助患

者入睡。

常采用的运动疗法有随意运动 、

放松性运动、 耐力性运动和整体运动，

如各种医疗体操、 医疗步行、 有氧运

动、 太极拳等。

作业疗法指的是选择患者感兴趣

的 、 能帮助恢复功能和机能的作业 ，

使患者能在作业时集中精力和注意力，

增加愉快感， 重建生活信心， 有助于

减轻淡漠症状。 比如手工、 书法、 编

织等活动有助于帮助患者恢复日常功

能， 从而得到益处。

值得注意的是， 药物改善能起到

一定作用， 但配合非药物治疗将起到

“1+1>2” 的作用。

由于表现隐匿， 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的情感淡漠症状往往会被忽略， 不

过， 随着研究的深入， 医者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对其重视程度正在不断上升，

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得到早期诊断、 合理治疗和贴

心护理， 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获得更

好的生活质量。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

■王金涛 王刚

■薛鸾

祖国传统医学很重视天人相应 ，

强调自然界气候与人体疾病的相应关

系。 秋季五行属金， 在气候上与燥邪

对应， 在五脏与肺对应。

秋燥就是人在秋季感受燥邪而发

生的以肺系症状 （呼吸道症状） 为主

的疾病， 相当于西医学的流行性感冒、

急性支气管炎等疾病。

秋冬养生话秋燥

燥邪的特点， 概括来说就是 “燥

胜则干 ” ， 即燥邪会导致阴津耗损 ，

出现皮肤干燥、 体液丢失等症状。 临

床根据其寒热性质不同， 又分为温燥

和凉燥， 前者见于初秋天气尚热或久

晴无雨的时候 ， 除上述干燥症状外 ，

还可有头痛身热、 心烦口渴、 咽喉肿

痛、 咳嗽痰黄、 舌红苔燥、 脉数等类

似风热感冒的症状。 后者则始于深秋

天气转凉之时， 除干燥症状外还伴有

头痛发热、 恶寒无汗、 鼻鸣鼻塞、 咳

痰清稀、 苔白脉弦等类似风寒感冒的

症状。

中医认为 “肺为娇脏”， 是说相对

于其他脏器而言， 肺更容易受到外界

气候因素的影响。 秋冬气候的主要特

点是干燥， 空气中缺少水分， 而呼吸

道由于受其影响也出现水分的缺失 ，

造成呼吸道粘膜表面的纤毛运动能力

下降， 对外来粉尘等异物的清除功能

也相应减退 ， 并进一步导致粘膜损

伤， 呼吸道防御功能降低， 外界细菌

病毒乘虚而入， 从而出现秋燥的呼吸

道症状。

原来就有肺部疾患， 以及老幼弱

病、 生活不规律者， 更易被秋燥侵犯。

调养以轻宣滋润为主

中医提倡 “治未病”， 对付秋燥，

应当以预防为主， 根据天气状况和自

身的反应尽早做好预防工作 。 遵循

“燥则润之” 的原则， 当前饮食调养应

以轻宣滋润、 生津止渴为重。 饮食以

清淡为主， 少吃过于油腻、 辛辣之品，

多吃粗粮和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的食

物。 同时， 预防秋燥应注意保持室内

适当的湿度， 户外空气质量差时则应

减少户外活动。

据测算 ， 人体皮肤每天蒸发的

水分约在 600 毫升以上 ， 从鼻腔呼

出的水分也不下 300 毫升 ， 为了及

时补足这些损失 ， 秋天每日至少要

比其他季节多喝水 500 毫升以上 ，

以保持肺脏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 ，

饮水宜多次少饮 。 老年人每天最好

在清晨和晚上临睡前各饮水 200 毫

升 。 若活动量大 ， 出汗多 ， 应增加

饮水量 。 民间有 “朝朝盐水 ， 晚晚

蜜糖水 ” 的说法 ， 即早晨饮淡盐水 ，

晚上适当喝一些蜜糖水 ， 对改善秋

燥确有一定帮助 。

秋燥除了多饮水、 淡茶、 豆浆以

及牛奶等饮料外 ， 温燥可多吃银耳 、

百合、 葡萄、 梨、 荸荠、 萝卜； 凉燥

吃黑木耳、 金橘、 胡萝卜、 苹果、 莲

藕、 石榴、 红枣等。 此外， 羹、 粥品

也是秋令润燥的常用方法。

又到了适宜养生进补的时令， 冬

令进补少不了膏方， 这里就说说 “岳

阳膏方”。 这是由岳阳医院几代中医

薪火相传 、 积累了名医专家临床经

验创立的传统中医特色品牌 。 岳阳

医院也是目前上海地区唯一一家拥

有自制加工膏方能力的医院 。 膏方

其实是一种具有营养滋补和预防治

疗综合作用的稠厚膏滋药 ， 通过调

整人体的气血阴阳 ， 具有扶正祛邪 ，

疗疾延衰的作用 。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医师 、 教授 、

博士研究生导师。 膏方门诊时间为周
三下午， 大柏树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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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养生，燥则润之

步入秋冬时节， 最

近一阵气候宜人 ， 然

而， 不少人却出现鼻咽

干燥、 唇焦口干、 咳嗽

少痰、 皮肤瘙痒、 甚至

大便秘结等 “不爽” 的

症状。 这很可能是着了

“秋燥” 的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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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旋杆菌 （Hp） 是一种革兰

氏阴性菌， 主要通过口-口途径在人与

人之间传播， 从口腔进入后定植于胃型

上皮， 机体难以自发清除， 从而造成持

久或终生感染。 我国目前的 Hp 感染率

为 40%-60%， 呈较高的感染率。

感染了 Hp， 部分患者可出现腹

胀、 嗳气、 反酸、 食欲减退、 口臭、 胃

痛等症状， 大部分患者无明显不适。 目

前， 通过呼气试验、 血清学试验、 胃镜

活组织病理和单克隆粪便抗原试验等，

都可以检测是否感染 Hp。 其中最常用

的是呼气试验， 分为 C13 和 C14 ?种。

需要注意的是， 在做检查前 2 周内不能

服用质子泵抑制剂 （PPI）， 4 周内不能

使用抗生素、 铋剂， 否则可能造成假阴

性结果。

研究证实一旦感染 Hp，不经治疗难

以自愈。 建议感染 Hp 后至医院消化科

就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抗 Hp 治疗。

目前， 国内共识推荐四联抗 Hp 治

疗， 推荐了 7 种经验性根除 Hp 治疗方

案 。 研究证明 ， 这些方案治疗 10-14

天 ， Hp 根除率>90%； 将疗程延长至

14 天可一定程度上提升 Hp 根除率。 要

知道的是， 用药期间可能出现口苦、 黑

便、 舌头发黑、 口腔异味、 恶心、 腹泻

等不良反应， 一般停药症状即可消失。

Hp主要通过口-口传播。 因此，为了

防止感染 Hp，生活中要注意用餐卫生，用

餐建议使用公筷；避免口对口喂食。

大部分人对 Hp 的担忧， 是担心它

与其他严重疾病的关系 。 研究发现 ，

Hp 感染患者中有 15%-20%发生消化性

溃疡， 5%-10%发生 Hp 相关性消化不

良， 1%发生胃恶性肿瘤 （胃癌、 MALT

淋巴瘤）， 多数感染者并无症状或并发

症， 但所有感染者都存在慢性活动性胃

炎， 即 Hp 胃炎。

具体来说， 感染 Hp 与胃癌有何关

系呢？ Hp 感染是胃癌发生的环境因素

中最重要的因素。 研究显示， 胃癌发病

率随年龄增长显著上升 ， 74 岁以上 、

且感染 Hp 者， 发生胃癌的风险更高 。

肠型胃癌 （占胃癌极大多数） 发生模式

为 “正常胃黏膜→浅表性胃炎→萎缩性

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胃癌”， 这

已获得公认。

Hp 感染者均会引起慢性活动性胃

炎， 在胃黏膜萎缩和肠化生的发生和发

展中也起重要作用， 因此， Hp 感染在

肠型胃癌发生中起关键作用。 众多证据

表明， 根除 Hp 可降低胃癌及其癌前病

变发生的风险。 因此， Hp 感染是目前

预防胃癌最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 根除

Hp 应成为胃癌的一级预防措施。

答 何泽慧 林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脾胃病科医生

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怎么办？问

求医问药

你有医学?康疑问， 我们邀请医学专家来解答。

tangwj@whb.cn

答 高琛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肾脏科医生

锻炼不当会伤肾？问

看着肚子上的 “游泳圈” 又加大了

一码， 终于， 下定决心要减肥了？ 要提

醒你的是 ： 锻炼还是悠着点 ， 锻炼不

当， 真的会 “急诊见”。

小杨今年 30 岁， 是一家公司的白

领， 平时下班后喜欢刷剧、 打游戏， 从

不运动。 不少好友都在积极健身， 小杨

心里也痒痒了， 他准备通过跑步， 重拾

运动的激情。

第一次锻炼， 小杨只跑了 1 公里，

已经气喘吁吁、 汗流浃背。 他想起前一

阵看到做深蹲可以增加腿部肌肉力量，

于是又咬着牙一鼓作气做了 100 个深

蹲。 看着自己被汗水浸湿的衣衫， 想象

着不久以后自己矫健的身形， 小杨不禁

开心地笑了。 可第二天早上醒来， 小杨

觉得不对劲了。 首先是大腿又酸又痛，

连迈步走路都有困难； 更可怕的是， 在

如厕后， 小杨发现自己小便的颜色竟然

变成了类似酱油的深褐色！ 惊慌的小杨

赶紧直奔瑞金医院急诊。

急诊接诊的医生在仔细询问了小杨

的病史后， 开具了相关检查项目。 完成

检查后， 医生告诉小杨， 他的肌酸激酶

指标比正常值高出近 5 倍， 可以诊断为

“横纹肌溶解症”， 多亏就医及时， 肾脏

还没有受到累及。 医生一边安慰惊慌失

措的小杨， 一边给他开具了补液医嘱，

并且叮嘱小杨每天都要多多喝水、 勤上

厕所、 记录尿量。

小杨严格遵守了医生的嘱咐。 三天

后， 他再次来医院复查时告诉医生， 腿

部酸痛的症状已经好多了， 小便的颜色

也恢复正常。 复查肌酸激酶结果提示，

指标虽然没有回到正常范围， 但是较前

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

小杨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但他心中非常疑惑： 平时自己身体挺健

康的， 怎么就锻炼出了横纹肌溶解？

横纹肌溶解是指因机械刺激或毒理

学原因， 引起骨骼肌细胞 （即横纹肌）

发生破裂， 肌细胞中的多种成分 （如肌

红蛋白 、 肌酸激酶 、 钾离子等 ） 释放

入血 。 过度运动是横纹肌溶解的常见

原因。

横纹肌溶解的症状主要包括疲劳、

明显的肌肉酸痛或无力、 尿量减少、 尿

色加深 （通常为可乐色、 酱油色）。 如

果重症的横纹肌溶解症患者， 细胞分解

的成分堵塞住肾脏， 可能会并发急性肾

功能衰竭。

要强调的是， 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

就医。 在确诊了横纹肌溶解症后， 对于

轻症患者， 医生会建议患者多多饮水，

并且给予一定的静脉补液治疗， 以碱化

尿液 ， 保护肾脏 。 对病症较严重的患

者， 特别是发展到肾衰竭的患者， 可能

需要接受短程的血液透析， 通过人工的

方法将血液中的毒素及废物清除出去。

横纹肌溶解的病因多种多样， 比如

挤压 、 服用了某些药物 、 不合理运动

等。 希望大家运动时注意： 运动要注意

方式方法， 新手更要量力而行； 运动过

程中及运动后需要及时适当地补充水

份。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 及时就诊， 以

免贻误最佳治疗时机。

阿尔茨海默病，原来有个“被遗忘的角落”

【川贝雪梨猪肺汤】

取猪肺 1 个 ， 雪梨 4 个 ， 川

贝母 12 个。 猪肺切厚片， 泡水中

用手挤洗干净 ， 放入开水中煮 5

分钟 ， 捞起过冷水 ， 滴干水后备

用； 雪梨洗净去核， 川贝母洗净。

把全部材料放入开水锅内 ， 待火

煮沸后 ， 微火煲 2 小时以上 。 适

合温燥者服用。

【川贝炖秋梨】

取秋梨 1 只 ， 去核后 ， 填入

川贝母粉 5 克， 加冰糖 10 克， 加

水适量 ， 文火炖熟 ， 吃梨喝汤 。

适合温燥者服用。

【银耳甘菊羹】

银耳泡发后配干的杭白菊 ，

煮至沸腾后按个人口味加入冰糖

改小火煨 2 小时以上 。 适合温燥

者服用。

【百合莲子红枣粥】

取 百 合 干 25 克 ， 莲 子 25

克 ， 大米 150 克 ， 红枣 15 颗 ，

冰糖适量 。 锅中放水 ， 先放入大

米 、 百合干烧开后 ， 再放入莲

子 、 红枣 ， 改用中火继续熬煮至

熟 ， 最后放入冰糖即可 。 适合凉

燥者服用。

【木耳山药粥】

黑木耳、 山药各 10 克， 粳米

100 克 ， 冰糖适量 。 山药洗净切

块 ， 木耳泡发至软 ； 木耳先煮至

软烂 ， 加山药 、 粳米煮粥 ， 冰糖

调味食用。 适合凉燥者服用。

预防秋燥食疗方

表现隐匿的情感淡漠症状亟需引起重视———

本版图片： 视觉中国

1 ?水洗眼能抗炎消毒？

盐水洗眼不能起到抗炎消毒的作

用 。 生理盐水 （0.9%?化钠 ） 冲洗结

膜囊可以清除分泌物及结膜囊异物， 可

以缓解眼部不适， 但没有消炎的作用。

结膜炎仍需根据病因 ， 对因 、 对症治

疗。 还要强调的是， 自己配盐水的浓度

不合适或细菌滋生等， 不但不能抗炎消

毒， 甚至会带来眼部疾病， 需要慎用。

 2 润喉含片真的可
以常含？

虽然叫润喉含片， 但不是让大家有

事没事就含着的， 润喉含片是药， 不是

糖。 润喉含片是能在口腔内溶解的药片，

为了提高患者的接受度， 常常加入色素、

糖等成分， 导致人们觉得没病时也可以

当糖吃。 其实含片不能当糖吃， 经常含

服会使粘膜血管收缩， 粘膜干燥破损，

导致溃疡的形成。

 3 ?飞机时耳朵闷
痛不是病？

这其实是负责耳内压平衡的咽鼓

管出了问题。 当飞机在起飞和下降舱内

压力改变时， 正常的咽鼓管功能可以调

节耳内压力平衡 ， 不会出现耳闷 、 耳

痛。 当咽鼓管功能异常， 如急性鼻炎、

鼻咽炎导致的咽鼓管炎症等发作时， 引

起咽鼓管功能不良就会发生耳闷、 耳痛

了， 严重的还会引起中耳炎。 如果这样

的症状频繁发生， 还要小心鼻咽部肿瘤

的情况。

 4 ?助听器会使听
力越来越下降？

如果按照正规流程选配和调试的助

听器， 一般不会引起听力有大幅下降，

这就像近视眼佩戴眼镜一样， 要根据听

力在各个频率上的下降情况进行精准调

试， 才能得到良好的辅助听觉效果。

5?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