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资讯
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黄秋耘 责编：邓小敏 编辑：彭翀 校对：黄惠媜

A6

近期，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这
一病症突然“火”了，那什么是 SMA？
它有什么危害？如何做好预防？且听
医生慢慢道来。

什么是SMA
脊髓性肌萎缩症（SMA）为第二大

常见致死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神经
变性疾病，同时也是第二大神经肌肉
遗传性疾病。

SMA 主要是由于脊髓前角 α 运动
神经细胞和脑干运动性脑神经核退行
性变性引起近端肢体和躯干进行性、
对称性肌肉无力、萎缩，逐渐进展，最
终影响患者呼吸及吞咽功能，死于呼
吸衰竭和严重的肺部感染。

SMA的遗传
SMA 并不罕见，正常夫妻也有可

能生育 SMA患儿。SMA是一种“常见”
罕 见 病 ，其 人 群 发 病 率 为 1/6000-1/
10000，携带者频率为 1/40-1/60。即每
40 人到 60 人中就有 1 人携带 SMA 致

病基因，是一种常见染色体隐性遗传
疾病。若夫妻双方均为携带者，虽两
人没有任何症状，但每次生育均有 1/4
的概率生育 SMA患儿。当父母双方均
是 SMA 致病基因携带者时，他们的子
代都有 25%的几率患上 SMA；50%的
几率孩子会是 SMA 致病基因携带者；
25%的几率孩子既不是 SMA患者也不
是携带者。男女患病几率一致。

SMA的分型
根据患者发病年龄和病情严重程

度，SMA 被分为Ⅰ、Ⅱ、Ⅲ、Ⅳ4 个类
型。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个 SMA 患者
的病程可能都会有所差异。

急性婴儿型（Ⅰ型），即 Werding-
Hoffmann病，是 SMA中最严重的一种，
通常在出生后６个月内发病。患儿一
直不能独坐和站立，预后差，多在２岁
前死亡。

慢性婴儿型（Ⅱ型），即中间型，中
等严重程度，出生后 18（6~<18）个月内

发病，患儿能独坐，但不能独立站立、
行走，其存活时间一般在２年以上。

少 年 型（Ⅲ 型），即 Kugelberg-
Welander 病，是一种程度轻的慢性型
SMA，一般在 18岁内起病，能独立行走
的时间较健康儿童延迟，且不能跑。
约 1/4 病例伴腓肠肌假性肥大，1/2 病
例可见肌束震颤。本型预后良好，可
存活至成年。

成人型（Ⅳ型），发病年龄多在 18
岁及以上，平均发病年龄约 37.5岁，缓
慢发生、逐渐加重的肢体近端无力、肌
肉萎缩，可伴肌束震颤。本型预后良
好，基本不影响生存。

如何避免SMA宝宝
为保障健康宝宝，做好预防也很

重要。生宝宝之前，准爸妈应进行临
床遗传咨询，准爸妈们及时进行 SMA
致病基因筛查，通过检测血液确认是
否为 SMA 致病基因携带者，可有效避
免生出 SMA宝宝。

随着视频终端的广泛使用，一种影
响人们视觉与生活质量最常见的眼表
疾病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升高，即“干眼
症”。但很多人患上干眼症还不自知，
或者以为眼睛不舒服时随便用点药就
可以，殊不知，干眼症治疗最讲究时机，
如不尽早用专业治疗手段干预，病情会
一直加重，最后可能使眼球发生器质性
病变，致视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

误诊为结膜炎，
女白领被干眼症折磨5年

来自韶关的林女士今年 37 岁，因
工作原因一整天要对着电脑，5年前开
始出现眼睛红肿、畏光、干涩的症状，看
东西还模糊，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和工
作。5 年来，林女士多次求医，被诊断
为结膜炎，症状反反复复。这让林女士
无比沮丧，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得了

“绝症”。
直到今年 5 月，林女士来到韶关爱

尔眼科医院，接受了泪液分泌试验、眼
表功能分析等相关检查，林女士被确诊
为脂质异常型干眼（最常见的一种干眼
类型）。由于 5 年来被误诊，导致其干

眼治疗不及时，其双眼的睑板腺开口已
经严重堵塞，挤压时有牙膏状分泌物溢
出，并且睑板腺也有部分萎缩。

生活方式改变致干眼症频
发，四类人尤其要注意

今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干眼专家共
识（2020 版）》指出，干眼症是一种多因
素引起的慢性眼表疾病，其病因复杂，

即使同一患者也可能由多种因素联合
引起，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当前干眼症
发病率急遽升高的主要原因。

爱尔眼科结合大量的过往就诊案
例分析，以下人群更易患干眼症：即终
端视频使用者、戴隐形眼镜者、妇女、中
老年人、驾驶员等。其中妇女、中老年
人高致病原因主要是激素水平及身体
机能变化，其他群体易患干眼症则更多

源自日常生活习惯。

摆脱干眼有良方，
防治结合是关键

韶关爱尔眼科医院院长蔡欣建议
林女士进行眼表综合分析检查。根据
检查结果，蔡院长为林女士制定了诊疗
方案：一个疗程光润干眼治疗+家庭护
理。在经过 3 次规律的光润干眼治疗
后，林女士眼睛干涩、流泪等不适症状
得到明显改善，生活和工作也步入正
轨。

蔡欣提醒，医院的治疗是一方面，
患者还是要注意用眼习惯，控制作息时
间，以防干眼症再次来袭。不要长时间
使用电子产品，用眼半个小时可以休息
远眺 10分钟或者闭目养神。避免长时
间呆在空调房中，可以准备一个加湿
器，夜间可用热毛巾敷眼睛。另外，开
车时，空调出风口要避免直吹面部。

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中国流
感 疫 苗 预 防 接 种 技 术 指 南（2020-
2021）》，建议医务人员；养老机构、长期
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
人群及员工；重点场所人群以及其他流
感高风险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此起彼伏，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
发季节，气温降低有利于新冠、流感等
病毒的存活和传播，存在今年秋冬季新
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
加流行的风险。为此，季节性流感防控

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指南提到，每年流感季节性流行在

全球可导致 300万-500万重症病例，29
万-65 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孕妇、
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
高危人群，患流感后出现严重疾病和死
亡的风险较高。尤其是今年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严重流行态势仍将持续，今冬
明春可能会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
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流行的情况。而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
段，可以减少流感相关疾病带来的危害

及对医疗资源的占用。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表示，秋冬季节是常见呼吸道传
染病流感的高发季节，就诊的病人数量
将会增加，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叠，
将给医护人员鉴别诊断带来困难，加大
隔离难度和医疗负荷，不利于疫情防
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点人群尽早
接种流感疫苗。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流行
的背景，指南推荐以下人群为优先接种
对象：医务人员, 包括临床救治人员、

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养老
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
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重点场所人
群，如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学
生，监所机构的在押人员及工作人员
等；其他流感高风险人群，包括 60岁及
以上的居家老年人、6 月龄-5 岁儿童、
慢性病患者、6 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
员和看护人员以及孕妇或准备在流感
季节怀孕的女性等。对于≥6月龄且无
禁忌证的人群均可接种流感疫苗。

王秉阳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新版流感疫苗接种指南

推荐四类人群优先接种

生活方式改变致干眼症频发 丨 专家提醒：防治结合是关键
韶关爱尔眼科医院院长 蔡欣

罕见病SMA:

遗传规律跟地中海贫血一样
韶关市妇幼保健院检验师 曾宪琪

我们的家里总会常备一些药品以便不时
之需，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家里还会存放长
期服用的药物。这些药品我们通常简单放置
在收纳盒中，遇到出游的时候为了方便携带
也会将药品按服用时间放在小型的服药盒
中。但有时不按规定的储存就会发生一些意
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发现药片“长”大了，还
有的变成了凝胶状。家庭怎样才能做到正确
地保存药品？

温度因素。因药品剂型、成分的不同，储
存温度也可能各不相同，温度过高或过低都
会对药品产生影响，通常说明书会对不同药
品注明常温、阴凉、凉暗处和冷藏等保存条
件。常温指药品在 10℃-30℃处存放。大部
分没有特殊说明的常用口服制剂均可在常温
储存。标明阴凉处的要求不高于 20℃。凉暗
处指的是避光且温度不高于 20℃，如一些抗
生素、心血管药物、维生素 C 等，例如夏天气
温较高，可把硝酸甘油密封于棕色瓶存放于
冰箱。冷藏药品则需放置于冰箱中，并保持
温度在 2℃-8℃之间，家中最常见的就是胰岛
素注射液、双歧杆菌胶囊等。

湿度问题。湿度过高，空气中的水蒸气
就会被一些药物吸收，导致药品变潮湿，从而
发生发霉、潮解、稀释及变形；例如丙戊酸
钠、阿司匹林等。当空气中的湿度比较低的
时候，会有一些片剂发生裂片现象。一般湿
度控制的要求在 35%-75%之间，通常我们放
置的空间都能符合要求。

药师提醒，生活中建议大家合理分类摆
放，避免服错、串味，影响用药安全。同时由
于大多数药品的储存期限都是有限的,建议
每 3-6 个月清理一次药品，最好用记号笔标
记药品的保质期。 王楠

9 月的第三个星期是“中国减盐
周”。盐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调味品
之一，也是人体钠的主要来源，但过量
摄入盐会危害人体健康。我国居民平
均每天用盐 10.5 克，大大超出世界卫
生组织和“健康中国行动”中每天不超
过 5克的推荐量。营养师提示，大量研
究证实，高盐饮食与高血压、心脑血管
疾病、肾病、胃病、肥胖等都有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循序
渐进，慢慢改变口味。

在家中做饭，少放盐、酱油、蚝油、
味精、鸡精等调味品，学会使用定量盐
勺。少吃咸菜、榨菜和酱制品、腌制
品，多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鱼
类和蛋类。减盐需要循序渐进，可以
用辣椒、大蒜、醋、胡椒等调味品为食
物提味，逐步改变口味。

购买带有包装的食品时，要学会查
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
量低的食品。方便面、饼干、面包、挂
面等含有“隐形盐”，选购时要注意甄
别。 刘波

快检查家庭药箱
药品都放对了吗？

每天吃盐
5克就够了

本报讯 近日，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在外科、ICU、中医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
科医护人员团结一致、协同作战、倾力合作
下，成功救治了一名高龄脑出血急症并颈部
巨大肿物患者。

患者张某，男，85岁，因“言语不清、左侧
肢体活动障碍约 4 天”，8 月 17 日到该院就
诊，既往有颈部巨大肿物病史 50 余年，考虑
脑出血收入 ICU，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后，邀
请神经外科会诊，急诊行颅内血肿引流+侧
脑室外引流术，术后予颅内血肿冲洗引流，
复查 CT 颅内出血基本清除。予拔除气管插
管后因颈部巨大肿物导致气道狭窄、呼吸困
难，无法拔除气管插管。

针对患者高龄和术后反应，遂请省二院帮
扶专家、主治医师罗金现会诊。8月25日，在罗
金现与外一科专家团队协作下，成功实施右侧
甲状腺巨大肿瘤根治性切除术。术后患者反
复肺部感染、高热、痰多，转入 ICU进行监护治
疗，经过 ICU团队反复会诊，优化治疗方案后，
行纤支镜检查，并 24小时密切监测观察，积极
呼吸支持、维持内环境稳定。在 ICU护理团队
的精心护理和中医科行床边康复等多学科合
作治疗，最终患者成功拔除气管插管，自主呼
吸平顺，生命体征逐渐恢复稳定，于日前转到
内三科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本例患者的成功治愈，离不开省二院专
家的帮扶和该院多学科团队的支持，同时也
离不开患者及家属的信任与支持，医患同
心，共担风险，为医生消除顾虑，才能真正为
患者的生命和健康保驾护航。

通讯员 林振霞 赖兴荣 欧辉

医疗帮扶专家医术精湛

为患者切除
巨型甲状腺肿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