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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黄华 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脑卒中防治

项目负责人，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华
医学会焦作分会神经内科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擅长脑血管的早期血管内溶栓、脑疝昏
迷等危重疾病的救治。

中美脑卒中协作组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中美脑卒中协作组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专家谈脑卒中专家谈脑卒中
启动筛查防治工程预防脑卒中发生启动筛查防治工程预防脑卒中发生

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原焦作公费医院原焦作公费医院））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没有任何一种灾难比心理
障碍带来的痛苦更深重。”这是
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心理疾病给人
类造成的严重危害作出的断言。
为了拯救人类这种“灾难”，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每年的10月10
日为“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
10月10日是第二十六个“世界精
神卫生日”，主题是“共享健康
资源，共建和谐家庭”。

为迎接“世界精神卫生日”
的到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及关注
心理健康、关心精神疾病患者，
推动构建和谐社会，近日，市精
神病院围绕今年“世界精神卫生
日”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
动，营造了理解、接纳、关爱心
理精神疾病患者的良好社会氛
围。

医患联谊情意浓

10月10日下午，市精神病院
5 楼会议室充满了欢声笑语，一
场别开生面的医患联谊会正在这
里举行，近百名住院患者和患者
家属与该院医护人员载歌载舞，
欢聚一堂。

由数十名患者表演的舞蹈
《欢聚一堂》 拉开了这场联谊会
的帷幕。随后，该院医护人员表

演了舞蹈 《不要认为自己没有
用》，以此来激励患者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迎接新的生活。节
目三句半 《夸夸咱们安康好医
院》由患者自编自演，表达了他
们对该院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
一位女患者演唱的歌曲《我爱你
中国》，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掌
声。最后，由该院护理人员和患
者 共 同 表 演 的 节 目 《感 恩 的
心》，将联谊会的气氛推向了高
潮。

“通过开展这样的医患联谊
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精神
病和精神病患者，消除偏见，帮
助他们步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实
践证明，精神病患者通过治疗与
康复，是能够回归社会的，他们
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和能
力，同样也能够成为社会物质和
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该院院长
程群如是说。

爱心义诊显仁心

10月10日上午，该院组织多
名专家在市人民公园西门举行爱
心义诊活动，为市民讲解精神卫
生方面的有关知识，并接受市民
的现场咨询。在活动现场，前来
咨询的市民向该院专家提出了各
种各样的问题，专家们一一作出
解答，并针对不同的症状给予健
康指导。与此同时，该院医护人

员还向市民发放宣传册，宣传精
神疾病的症状、危害以及预防和
治疗方法，受到广大市民的赞
扬。

“以前，我对精神病不是很
了解，觉得得了精神病的人都会
失去自控能力，更觉得精神病院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今天学
习了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后，对
精神病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样的
活动以后可以经常举办。”一位
市民对记者说。

知识讲座送健康

10 月 9 日，该院举办了健康
知识讲座，以此来呼吁大家关注
心理健康，理解和关爱精神障碍
患者，进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环境。

“ 随 着 现 代 生 活 节 奏 的 加
快，工作和学习压力的日益增
加，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焦虑、抑
郁、失眠等心理问题的困扰，严
重者甚至有自杀倾向。据世界卫
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
约为 11％，全球约有 3.4 亿抑郁
症患者。每年全球有将近 100 万
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其中
有一部分人在自杀前都曾出现过
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该院
副院长杨秀双说，“如同身体感
冒一样，我们的心理情绪也时常
会‘感冒’，但是很多人不愿去

面对。”
杨秀双表示，加强精神卫生

和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可
以促进人们的传统观念得到转
变，有时候一分关爱、一句问
候、一次倾听就可能打开自杀者
的心扉，鼓励他们到专业的心理
卫生机构寻求帮助。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
展，精神卫生问题越来越受到政
府、社会、群众的广泛关注。为
普及精神健康知识，增强群众的

精神健康意识，唤起全社会对精
神卫生工作的关注，为精神病患
者回归社会营造适宜的环境，我
们每年都会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宣
传活动。”程群说，“通过开展一
系列公益活动，让广大群众多了
解一些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以
正确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中各
种各样的压力，改变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态度，提高抵御精神健
康问题的能力，预防精神疾病的
发生。”

关注精神卫生 共建和谐家庭
——市精神病院“世界精神卫生日”公益活动侧记

在日常生活中，公众对脑卒中
的防治知识不甚了解。近日，记者
特别邀请市第五人民医院脑卒中防
治项目负责人黄华，从遵循医学和
个人经验两个方面谈谈脑卒中防治
的几个常见问题。

有不少患者问黄华，自己的身
体状况还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吗？黄
华说，虽然都是患上脑卒中，但有
些患者可能没有留下后遗症，有些
患者却留下了后遗症，如偏瘫、失
语等，这主要跟脑卒中的部位有
关。有些患者脑卒中发生在非功能
区，可能没有任何症状；有些患者
脑卒中发生在小脑，会出现头晕、
恶心、呕吐、步态不稳等症状；有
些患者脑卒中发生在脑干，会出现
言语不清、肢体瘫痪、意识不清等
症状，甚至有生命危险；有些患者
脑卒中发生在基底节区，可能出现
手脚活动不灵活等症状。如果患者
的病情允许，黄华建议患者应及早
开展康复锻炼，这对后期恢复有积

极作用。
还有患者问黄华，他不想检查

脑血管行吗？黄华说，随着医学的
进步，脑卒中的治疗手段越来越
多，越来越有效，但我国脑卒中
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
致死、致残排名靠前的疾病。其
中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患者对脑卒中的复发预防不到
位。凡是他治疗过的病人，都要
求其进行脑血管筛查，这样既对
急性期的治疗有益，又对脑卒中的
分型意义重大，因为大动脉狭窄
和心源性栓塞等导致的脑卒中，治
疗方案完全不同。

黄华说，在脑卒中超早期 （4
个半小时内），有机会通过rt-pa或
尿激酶把血栓溶开。因此，大家应
牢记：一旦出现头晕、言语表达不
清、肢体麻木及活动不灵活等症
状，应立即赶往最近的、有条件溶
栓的医院进行治疗。

那么，患者出院后在饮食方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黄华说，患者
在出院后可以吃鸡蛋和肉类，但应
该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注意营养均
衡。简而言之，就是要吃瘦肉、白
肉，少吃肥肉；多吃蔬菜，少吃坚
果等。

有些患者最纠结的问题是放支
架好还是不放支架好？黄华说，这
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目前，国际
医学界推荐症状性颈动脉中重度狭
窄，需要放支架或进行剥脱手术干
预，而颅内支架的地位尚有争议。
此外，临床上还经常出现这种情
况：患者因为同一根狭窄的血管反
复出现脑梗塞，一直口服药物，经
过强化药物治疗，脑梗塞还是反复
发作，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放支架
干预了。所以说，放或不放支架，
两种选择都有，结局也是有好有
坏，但总体而言，放支架的患者生
活质量较高。

本报记者 王龙卿

专家谈脑卒中的防治知识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 日
前，郑州大学吞咽障碍研究所焦
作市临床科研基地挂牌仪式在市
人民医院举行，河南省卫生计生
委医学科学院院长、郑州大学医
院管理研究所所长聂伟，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郑
州大学吞咽障碍研究所所长曾西
出席了挂牌仪式。

近年来，随着脑出血和脑梗
塞患者的增多，因此引发的吞咽
功能障碍患者也逐步增多。而根
据以前的治疗方法，为了向因吞
咽功能障碍不能经口进食的患者
提供机体所需的蛋白质和热量，
往往采用鼻饲法。鼻饲法是将导
管通过一侧鼻腔插入胃内，从管
内灌注水和食物，从而满足机体
所需。然而，由于长期留置鼻胃
管的患者存在吞咽反射迟钝、不
同程度的贲门肌肉松弛，胃肠蠕
动减慢，往往胃至食道的反流率
较高，易促发或加重肺部感染，
且可能导致鼻咽部溃疡，食管、
胃黏膜糜烂。同时，因为留置鼻
胃管期间不利于吞咽功能训练，
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再
者，这些患者大多都是带着鼻胃
管出院，非常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增加患者的自卑感。

为了改善吞咽功能障碍患者
的生活质量，曾西研发创造了新
的治疗吞咽功能障碍的专利技
术，完全代替了鼻胃管，让患者
在需要进食时，经口插入食饲管

进入食管，避免了经口进食出现
的误吸、呛咳等情况。另外，进
食后，食饲管还可以拔出，让患
者告别了整天或长期留置鼻胃管
的尴尬和不适，解决了留置鼻胃
管易造成的食管溃疡、消化道出
血、反流性胃炎、吸入性肺炎等
问题。可以说，这种技术彻底改
变了吞咽障碍患者长期留置鼻胃
管的局面，让他们活得更有尊
严。

去年年初，市人民医院筹建
成立康复医学科后，针对全市整
体康复医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现
状，提出了要把康复医学科建设
成我市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
技术最先进的集医疗、教学、科
研于一体的现代化康复治疗中心
的目标，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新
技术、新理念的学习。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为了给我市吞咽功能
障碍患者带来福音，该科专门组
织人员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科学习进修，熟练掌握了这
项技术。同时，由于市人民医院
雄厚的实力，郑州大学吞咽障碍
研究所将焦作地区唯一的吞咽障
碍临床科研基地设在了该院康复
科。

当天的挂牌仪式结束后，曾
西作了专题学术讲座，与来自我
市各家医院的康复学科医护人员
分享了自己多年的科研成果和临
床经验。

郑州大学吞咽障碍研究所焦作市临床
科研基地在市人民医院挂牌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昨日
8 时，为期 5 天的 2017 年焦作市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重症慢性病鉴

定工作在市中医院人民路院区拉
开了帷幕。作为承办单位，市中
医院积极筹备，全力保障我市门

诊重症慢性病鉴定工作顺利开
展。

井然有序的患者队伍、紧张
高效的工作场面……这是记者昨
日上午在市中医院人民路院区
门 诊 大 楼 一 楼 大 厅 看 到 的 场
景。在该院的精心安排下，鉴
定工作组织到位、分工明确、流
程合理。

为便于鉴定工作顺利进行，
市医保中心对鉴定病种进行了合
理安排，10 月 11 日至 16 日 （10
月15日休息）上午，鉴定的慢性
病病种均为高血压病、糖尿病、
冠心病、支架术后。每天下午鉴
定的病种则不同，10月11日下午
为脑血管后遗症、异体器官移
植、肾功能不全 （不含透析）、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癫痫病；10
月 12 日下午为脑血管后遗症、
恶性肿瘤、帕金森氏病、慢性阻
塞性疾病、重症肌无力；10 月

13 日下午为脑血管后遗症、类
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系统性
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混合性
结缔组织病、强直性脊柱炎；10
月 14 日下午为脑血管后遗症、
肝硬化、丙型病毒性肝炎、肺结
核 （免费项目除外，不含耐多药
肺结核）、精神分裂症、股骨头
坏死。

为了做好此次鉴定工作，该
院区考虑到前来鉴定的患者人数
多且年龄偏大，专门在一楼大厅
临时设置了候诊区，并加放了
100 余把椅子，同时还免费提供
纯净水以及其他便民服务。在导
医台，医护人员在向患者发放鉴
定排序号的同时，还义务指导患
者填写表格，并耐心提供各项咨
询服务。昨日上午，该院区就为
300 余名慢性病患者提供了鉴定
所需的相关服务，展现了医务人
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真情贴

心，细节赢心”的服务理念。
据介绍，近年来，市中医院

人民路院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不断强化使命担当。2015年7月
份，该院区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确定为“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
技能考试与考官培训基地”，担
负着全市每年中医执业医师的资
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与考官培
训工作；2016年6月份，该院区
被山阳区残疾人理事会确定为

“山阳区残疾人等级评定定点医
院”，担负着山阳区残疾人的等
级评定工作；2016 年 5 月份至
2017年5月份，由市中医管理局
组织的“焦作市西学中培训”在
该院区进行；今年5月19日，市
卫生和计生委、市中医管理局在
该院区成立“焦作市太极拳健康
养生研究中心”。此外，该院区
还担负着我市每年的征兵体检工
作任务。

市中医院人民路院区积极做好门诊重症慢性病鉴定工作

新华社重庆 10 月 10 日电
（记者李松）阿尔兹海默症，也
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是我
国当前重点防治的精神疾病之
一。专家提醒，发现“早期信
号”有助及时干预这种疾病。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我
国阿尔兹海默症发病率逐年上
升。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
医师谭小林介绍，目前该中心
老年科几乎每周都要收治1~2位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入院，而门
诊干预的人数更多。

阿尔兹海默症的病程可以
分为可能阶段、很可能阶段、
可 疑 阶 段 、 确 诊 阶 段 和 中 晚
期。而在可疑阶段以前发现并
及时干预效果最佳。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尽管
目前没有可以根治的药物，但
如果病人能够接受早期诊断，
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服用合适
的药物进行治疗，再加上良好
护理，可以延缓病情发展，也

能减轻家属负担。”谭小林介
绍。

要做到早期干预，首先就
要及时发现这种疾病的3个早期
信号，一是“社会退出”。谭小
林解释，所谓“社会退出”就
是不按正常的社会规则行事，
虽然此时老人智力、记忆力等
几乎没有问题，但就是在涉及
一些常理的地方，会“乱来”，
自己却认为行事正确。

二是忧郁、不招呼人、情
感淡漠。“如果老人出现无精打
采、睡眠不好、情绪沮丧等忧
郁症状时，一定要当心。”谭小
林称，抑郁症常常是阿尔兹海
默症的早期表现之一，老人会
表现出待人冷淡或情感反应迟
钝。

三是注意力分配困难，动
作难以协调。

专家建议，如果老年人出
现以上3种信号，需要及时到精
神科检查，并进行提早干预。

发现“早期信号”有助
及时干预阿尔兹海默症

（新华社发）

护理人员和患者在表演节目。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该院区护士在指导患者填写表格。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