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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文

□ 本报记者 李振 李岳岳

原本爱干净的老人，如今房间里堆满垃
圾；原本诚实正派的老人，开始喜欢小偷小
摸，甚至对异性动手动脚。阿尔茨海默病，
也叫老年痴呆症，不仅带走记忆，还具备彻
底改写“人设”的强大扭力。

作为一种尚无有效药物治疗的疾病，阿
尔茨海默病重要的保护因素就是社交。友善
的接纳是延缓疾病进展的刹车片。

接纳这些“怪老人”，既是社会文明的
体现，也是面对医学技术永恒的天花板时，
个体的最优选择。

“如果活得够长，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患
上这种病。”阿尔茨海默病专家、山东省立
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杜怡峰的话点亮了一盏启
示灯——— 接纳这些“怪老人”，就是接纳未
来的自己。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让我
们多一点对“怪老人”的理解和包容。

变成“小偷”的母亲

放下电话，杨琳（化名）把病例塞进
包，急匆匆赶去社区的菜店。这是今年以来
母亲第三次因为“偷东西”被抓了。

从最初据理力争、委屈落泪，到现在默
默结账、领回母亲，杨琳艰难适应母亲新变
化的同时，也感受到周围愈发明显的误解和
偏见。

杨琳，50岁，家住淄博市张店区。母亲
78岁，阿尔茨海默病确诊7年。

最初是忘事，比如做菜忘加盐。慢慢地

一些复杂操作不能完成了，曾经熟练使用的
电饭煲不会用了。去年开始，出现了新变
化：喜欢“偷”东西了。

一把花生，几棵青菜……当母亲从兜里
掏出这些不值钱的“赃物”，杨琳又气又
恼：那个当年一脸严肃教育自己姐妹几个
“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母亲，去哪儿了？

“性格改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症状
之一，开朗的变得寡语，平和的变得暴躁，
有的还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杜怡峰带领着
一支全国顶尖的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研究团
队，收住的老年患者来自天南海北。

“忘事、丢三落四，往往是老人最初的
症状。”杜怡峰解释，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
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与良性
记忆障碍不同，它的症状逐步加重。到中后
期，患者可能不再认得自己的子女，不知道白
天黑夜，分不清季节变化，刷牙洗脸等基本的
自理能力丧失，到最后连吞咽功能也没有了。

最有潜力的“前两段线”

接受患病是一回事，接纳是另一回
事。

“有位老人以前很爱整洁，患病后喜欢
从外面捡垃圾回家，儿女不让，就偷偷藏在
床底下、枕头下，家里折腾得不像样，只好
送来这里。”济南市章丘区医养结合中心护
士长刘贵花发现，几乎每位入住的阿尔茨海
默病老人，都有一段家庭艰难挣扎的过往。

哪怕是医护人员有时也难以面对。有位
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男性常趁换药护理时动手
动脚，护士们不堪其扰，纷纷找刘贵花抱
怨。

心无芥蒂的包容并不容易。一次次开解
委屈的护士，刘贵花意识到，这种疾病应该
有更好的应对办法，而不总是被动地忍受、
推开。

这办法不是药物，起码到现在为止不
是。全球已有19年未现阿尔茨海默病的上市
新药。

杜怡峰在纸上画下三段线：“前两段最
有潜力。”这幅图中，第一段线代表尚未出
现症状的临床前阶段，第二段代表轻度认知

损害阶段，最后一段才是阿尔茨海默病阶
段。

“在没有有效药物治疗手段的情况下，
更需要关注的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可控危险因
素和保护因素。”杜怡峰列举：吸烟、酗酒
属于可控的危险因素，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可
以减少发病；教育和社交则是重要的保护因
素，多用脑和保持一定频次的社交能够起到
一定的预防和延缓作用。

“攒局”者的希望

“来一个病人，诊断一个病人，永远不
会有尽头。做医生到了一定阶段，就需要走
到疾病的前面。”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
重塑着杜怡峰的医学观。疾病预防、公共卫
生以及相关的研究如今成为他工作的重心。

5年前，杜怡峰倡导成立了全国最早的
记忆门诊之一——— 山东省立医院记忆门诊，
希望借此发现更多有记忆障碍的老人，并从
中筛选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患者，及时干
预。

他也是一个“攒局”者，把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以及健康的老人聚起来，一边为老人
提供热闹的社交场所，一边开展科研。业界
闻名的“阳谷队列”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团
队在阳谷县带领一支6000人的庞大队列进行
阿尔茨海默病危险因素控制的研究。派驻当
地的协调员定期组织参与者进行集体快走等
有氧运动，并每周三次进行翻牌游戏，社
交、运动、认知训练等非药物手段多管齐
下，帮助老人避免或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出
现。在老年大学，他邀请音乐治疗教授带领
老人们一起放声高歌，寻找音乐改善老人情
绪的秘密。

接纳源自于了解。近年来，杜怡峰致力
于科普宣传，他希望公众能够在了解阿尔茨
海默病危害的基础上，识别其早期出现的危
险信号，尽早发现和干预。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易出现性格改变、认知障碍，既需要早发现、早干预，也需要社会的

理解与包容———

接纳“怪老人”

□通讯员 刘宇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省中医院）与泰山保险、山东循证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就医需求
为导向的“医患保协同医疗”模式。

据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任勇介绍，“医患保
协同医疗”模式是以患者为中心，提供医患保互动、疾病
诊疗与风险管理的全新模式，旨在改善患者的就医参与
度，提高患者就医体验和就诊满意度。将变医患双边关系
为多边关系，解决医患权利义务不对等，以及由此衍生出
医师的无限责任和医患信任危机，并借助保险和第三方渠
道，在病人导流、健康体检、品牌推广、风险管理等方面
充分协同，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发掘利用各方资源，推
动健康服务机制创新。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曹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9日上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康复

护理院举行启用仪式。省城城区又添一家大型高标准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

康复护理院以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省立三院康复医
学部为基础，定位为医养结合型（护理型）养老机构，服
务对象以失能、半失能、失智者为主，兼顾疾病急性期治
疗后仍需要照料的阶段性医康养服务需求人群。康复护理
院按照全省乃至全国一流标准建设，引进了包括德国耶格
运动心肺评估仪、美国8通道心脏康复管理系统等在内的
高端心肺评估设备、运动设备等，先期入住率已超八成。

□通讯员 赵梅 关天星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市中心医院确诊1例罕见病

例——— 吉兰-巴雷综合征变异型（Fisher-Bickerstaff syn-
drome）患者。经文献检索，目前国内仅有2例该病的确诊
报道。

据前来济南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复查的刘女士回忆，
当初发病时，只认为是感冒发烧，持续了一星期还没好
转，而且还出现之前感冒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症状：体温
仍然没有降下来，还突然出现头晕、言语表达含糊不清、
走路不稳、四肢无力、视物旋转及视物模糊等。

据济南市中心医院接诊医生李恒介绍，四肢无力、走
路不稳、视物成双、睁眼费力，这几条是诊断吉兰-巴雷
综合征变异型的主要症状，但是对该患者的查体却发现腱
反射亢进和病理征阳性，以及对脑脊液的检测也发现颅内
压明显升高并白细胞增多等结果并不支持吉兰-巴雷综合
征的诊断。后经科室病例讨论一致认为，患者应该是感染
以相关免疫紊乱为主要发病机制的一种少见的吉兰-巴雷
综合征变异型，考虑吉兰-巴雷综合征变异型（Fisher-
Bickerstaff syndrome）的可能性最大，需要对病人尽早免
疫干预治疗，同时兼顾抗感染治疗，否则病人极有可能病
情进一步加重至昏迷、呼吸衰竭。

治疗14天后，患者症状明显好转：神志清，言语表达
清晰，双眼睑无明显下垂，右侧眼球外展受限，双上肢肌
力5-级，双下肢肌力5级，四肢腱反射（++），双侧巴氏
征阴性，无共济失调，从“浑身都不能动”的严重状态中
恢复过来，治疗效果令人满意，并顺利出院。

Fisher-Bickerstaff综合征为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少见临
床变异型，临床表现涵盖Fisher综合征（眼外肌受累、共
济失调）和Bicherstaff脑干脑炎（腱反射保留、病理征阳
性）的临床表现。经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国内仅有2例
Fisher-Bickerstaff综合征的确诊报道。

此病也曾被称为格林-巴利综合征，又称急性炎症性
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是由病毒感染或感染后以及其他
原因导致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主要病理改变为周围
神经系统的广泛性炎性脱髓鞘，临床上以四肢对称性弛缓
性瘫痪为主要表现。病人较好的临床转归提示，尽早识别
Fisher-Bickerstaff综合征，并进行积极的免疫抑制干预治
疗，可以让患者获得很好的预后。

□魏立军 王凯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实行镇干部包

村、村干部包片、保洁员包户，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建设美丽卫生健康乡村。

据了解，堂邑镇人居环境整治督查组直接进村不定期
巡回暗访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对存在的问题不护
短、不回避、不遮掩，现场督导，现场拍照，现场评比，
现场上传微信群，立行立改，边整边改。村党支部成立
“美丽乡村建设组”，抓环境整治，提升村庄“颜值”。
结合实际划定环境卫生责任区，由村干部分片包抓、保洁
员包抓到户，形成层层包抓、齐抓共管、责任到人的良好
格局。乡村面貌也从原来柴火垛、垃圾围村，变成绿荫环
绕、街净路平。

省中医院打造

“医患保协同医疗”模式

省立三院康复护理院启用

先期入住率超八成

济南市中心医院

治疗1例罕见病例———

吉兰-巴雷综合征变异型

东昌府区堂邑镇

建设美丽卫生健康乡村

□实习生 刘烨臻 通讯员 石晓红
记 者 王 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8日，我省首家艾滋
病暴露后预防咨询点在济南市传染病医院启
动，为有高危行为的人群提供了一道预防艾
滋病感染的专业防线。

据济南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张忠法介绍，
艾滋病正在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全国
范围内的艾滋病流行趋势仍较为严峻。目
前，在艾滋病三大传播途径中，输血性传
播、静脉吸毒和母婴传播已经得到有效控
制，性接触上升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这也是导致艾滋病感染者数量近年来呈现上
升趋势的重要原因。而暴露后预防作为无保
护性接触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当事人在高
危行为发生之后72小时之内，能够前往艾滋
病暴露后预防咨询点进行咨询、诊断，接受
专业医生的规范化干预措施，将能有效阻断
艾滋病的传播，对艾滋病的防治意义重大。

尽早做好暴露后专业化处置，对预防艾
滋病感染至关重要。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皮肤
病门诊主任王春梅介绍，所谓暴露后预防，

即发生HIV暴露之后，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2小时内）进行预防性用药，最晚不超
过72小时连续服用28天（阻断期），如果再
次显露就相应延长，可以大幅度降低艾滋病
感染风险。如果在24小时内干预，阻断率在
90%以上。

艾滋病暴露后预防咨询点在济南市传染
病医院启用后，专业医生团队将为前来就诊
的人员提供咨询，进行相关风险评估，抽血
化验乙肝、丙肝、梅毒、淋病、衣原体，肝
功、肾功等多项指标检查，全方位风险监
控；并提供阻断药物，进行安全性行为健康
知识普及和教育，发现感染就转入抗病毒治
疗流程。

“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王春梅呼
吁，对艾滋病感染一定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所谓发生高危性行为后艾滋病感染概率的
高、低，仅是群体概念；对个体而言毫无意
义，现实结果也只有：感染“100%”或没感
染“0%”。不知道性接触对象是否感染艾滋
病，就要及时到正规、专业机构采取暴露后
干预措施，及时接受规范、完整的治疗，并

配合接受随访，以实现治疗效益最大化。
艾滋病暴露后到药店或网上购买阻断药

物自行服用非常危险。王春梅介绍，在不知
暴露前后身体健康状况，甚至不知是否已经
感染艾滋病，贸然服用抗病毒阻断药物，又
不能进行不良反应监测，一旦发生毒副作用
反应，或者贸然停药，将严重威胁健康甚至
生命安全，非常危险。

艾滋病防控重在“防”！王春梅认为，
艾滋病预防主要分两类：一是行为干预，安
全性行为，全社会、学校和社区普及艾滋病
预防知识，包括伴侣教育、针具交换、推广
安全套使用等，以切断传播途径；另一类是
生物医学干预措施，包括包皮环切、性病治
疗、母婴阻断等。最关键的是洁身自好，减
少婚外性行为，通过广泛开展性教育，树立
正确的性观念。

世界卫生组织《为预防艾滋病毒感染采
取暴露后预防治疗》显示，如果在可能出现
艾滋病毒感染暴露后及时开始HIV暴露后预
防治疗，可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达89%。HIV
感染者如果规范用药，能有效控制HIV病毒，

预计寿命接近人均正常的寿命水平。艾滋病
已经从致命性流行病变为可管理的慢性病。

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展了大量暴露后预
防研究和临床实践，世界卫生组织、美国、
欧盟等已经出版众多暴露后预防用药指南。
其中， 2 0 1 8年国际抗病毒学会美国分会
（IAS-USA）成人抗病毒治疗指南、2018年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疾控中心）非职业暴露
后预防指南、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和
2018年欧洲艾滋病临床学会（EACS）指南
均推暴露后预防作为HIV预防重要措施。

在我国，非职业暴露后预防尚未大范围
开展，普通大众对暴露后预防知识缺乏了
解。调查显示，对于非职业暴露后预防的知
晓情况，男男性行为者中知晓程度高达
72 . 3%，但是在女性性工作者中仅有15%。男
男性行为者中知晓非职业暴露后预防的，有
89 . 1%的人有使用意愿，不知晓非职业暴露
后预防的人只有65 . 5%有使用意愿；女性性
工作者中知晓非职业暴露后预防有58 . 3%有
使用意愿，不知晓非职业暴露后预防的人只
有40%有使用意愿。

提供一道预防艾滋病感染的专业防线

我省首家艾滋病暴露后预防咨询点启动

□谢静 王凯 报道
9月18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在

门诊大楼前举办“世界淋巴瘤宣传日”
大型科普暨义诊活动，以提高公众对淋
巴瘤的认知，强化“早诊早治，分型而
治”的理念，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淋巴瘤
患者群体更多关爱，帮助患者树立抗击
病魔的信心。

图为义诊团队耐心解答患者在诊
断、治疗以及护理方面的各类问题。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焉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了更系统全面地对胎儿

的健康状况进行诊断和治疗，日前，山东省
立医院产科设立胎儿医学门诊。

据了解，胎儿医学涉及产科、儿科、临
床遗传学、外科等多个领域，关注的是所有
可能影响胎儿的疾病，以及对这些疾病的诊
断及治疗。专家建议，如有三胎及以上多胎
妊娠、单绒毛膜双胎等双胎的特殊问题、非
免疫性胎儿水肿、胎儿染色体异常、不明原
因胎儿生长受限、不明原因的羊水量异常、
胎儿心率失常、胎儿溶血性疾病等胎儿健康
问题，均可到胎儿医学门诊就诊，及早诊断
干预。

山东省立医院

开设胎儿医学门诊

阿尔茨海默病的十大危险信号
噪影响日常生活的记忆力改变

噪计划事情或解决问题有困难

噪在家中、工作场合或是休闲活动中完成熟悉的工作有困难

噪对时间或地点感到困惑

噪对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关系有困难

噪说话或写作的用字上出现新困难

噪物件放错地方且失去回头寻找和重做的能力

噪判断力变差或减弱

噪退出工作或是社交活动

噪情绪和个性的改变 制制图图：：巩巩晓晓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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