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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警惕]

春季进入癫痫高发期
世界卫生组织曾表示，癫痫

与脑卒中并列，位居影响人类中

枢神经系统健康最常见病症。目

前，全球共有癫痫患者5000万，

其中中国将近1 000万，而且至

少有一半病人在儿童或青少年

时期发病，从而影响其学习、工

作以及将来的婚姻和家庭，对社

会造成严重影响。

癫痫在症状表现上，可分

为典型大发作和不典型发作两

种。典型大发作表现为发作性

的神志不清、双眼凝视、四肢抽

动、口吐白沫等。不典型发作时

会出现肢体抽搐或突然情感异

常、记忆扭曲、出现幻觉或错觉

等情况。

癫痫的发病率很高，往往仅

次于脑血管疾病，病人采取药物

治疗的时候，要想达到更好的疗

效，就要去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而预防也是同样重要的，癫痫预

防主要是指在接受正规医院治

疗的同时，要尽量避免癫痫的诱

发因素对癫痫患者的影响，更好

的控制癫痫发作。

春季本来就是各种精神疾

病发生或复发的高发季节，癫痫

患者也不例外，温度上升、体内

上火、过度疲劳、遭遇刺激等都

是癫痫的诱发因素。对于患病儿

童来说，假期生活不规律也是该

病发作的重要原因，应注意合理

安排假期作息时间，保持正常的

生活秩序。

治疗可选迷走神经刺激术
据了解，多数癫痫患者是幸

运的，因为70%左右的癫痫发作

可以用药物完全控制，癫痫是一

种慢性病，需要坚持长期规律服

药控制。虽然大多数患者可以接

受药物治疗，但是仍有接近1 /3

的患者经药物治疗后难以得到

有效控制，即药物难治性癫痫，

这些患者就需要借助外科手段

进行治疗了。

孙伯民教授介绍，并不是每

一位癫痫患者都需要或适合手

术治疗。手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

类：切除性手术和辅助性手术。

当引起癫痫发作的病灶很局限

并能够明确定位、而且不在功能

区时就可进行切除性手术;当病

灶多发或无法确定时可以进行

辅助性手术，这种手术包括切开

术和迷走神经刺激术。

据介绍，国际上针对这类病

人开展了多例迷走神经刺激治

疗。所谓的迷走神经刺激治疗是

指将迷走神经刺激器埋藏在体

内，一般是在腋窝处，然后其导

线通过皮下行走到位于颈部的

迷走神经处，将电极与迷走神经

连接。电极及刺激器安装好后，

调整刺激的电流，刺激器就可以

工作了。这样手术比较简单，没

有开颅，有效减少癫痫发作，改

善癫痫症状。

据介绍，迷走神经刺激治疗

癫痫具有微创、安全、长期等特

点。微创是指此手术不需开颅，

通过迷走神经的逆向放电，达到

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患者术后

2-3天即可出院，大大缩短了患

者的住院时间；安全性主要是指

这种治疗方法，几乎对身体本身

没有什么危险性，而且是可逆性

的治疗；疗效的长期性，是因为

脉冲电流的各项参数，是可以通

过外部的程控器，随时进行调

控，以便于找到最适合患者的刺

激参数，达到最佳的状态。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 3万

例难治性癫痫患者接受迷走神

经刺激术治疗，上海地区在华山

医院、仁济医院、瑞金医院等都

已开展此类手术，我国目前已开

展此类手术600多例，均达到很

好的效果。

专家介绍，当大脑细胞受到

外界因素强烈刺激时会导致脑

电生理活动平衡被打破，癫痫会

再次发作。以下七个因素是最常

见的诱因：

酒、兴奋神经性饮料。饮用

高度酒或兴奋神经的饮料，如咖

啡、浓茶等会诱发癫痫发作。

长时间观看电视、使用电
脑。一般人长时间看电视、电脑，

可能只是视觉疲劳，而对于癫痫

患者来说，可能成为诱因。“ 脑

电图检查中有一种闪光试验，就

是利用光刺激来诱发脑中癫痫

灶放电，记录发作图形。很多已

停止发作三、四年的患者，因长

时间玩电脑、观看电视会引起癫

痫发作。”

发热。39!以上高热是癫

痫常见的诱发因素，尤其是儿

童患者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全，

有时38!以上的中度发热也可

以诱发癫痫。这类患者即使成

年后，发热仍可能是诱因，因此

应特别注意预防常见的、会导

致发热的疾病。一旦出现，要及

时控制。

睡眠不足，过度疲劳。癫痫

患者应充分休息，保证大脑足够

睡眠，不能因工作、娱乐而过度

疲劳。应尽量避免重体力劳动及

大运动量锻炼，因这些活动引起

的大口呼吸、过度换气也是常见

诱因。患者可进行散步、打太极

拳等轻中度运动锻炼。

强烈的情感活动，如大悲、
大喜、受惊吓等。癫痫患者应避

免剧烈情绪活动，这是患者和家

属都应努力做到的。“ 患者因长

期受脑内癫痫灶及抗癫痫药物

影响，人格及性格有所改变，不

同于常人。他们不易控制自己的

情绪，易急躁、冲动，这就需要家

人理解和呵护，使患者尽量少受

刺激，保持较平和的心态。”

可诱发癫痫的药物。一些

常用药物，如氟哌酸、左旋氧氟

沙星等，也可能诱发癫痫。另

外，中枢神经兴奋药物，如利他

林也可诱发癫痫。癫痫患者在

医院就诊时，须告诉医生自己

有癫痫病史，尽量避免使用此

类药物。

女性月经来潮。女性患者

中，月经来潮也是一种常见诱

因，一般在经前或经期中易诱

发。患者在经期应该注意休息和

避免情绪波动，可在医生指导下

在经前或经后适当增加药量，避

免发作。

龙华医院向青少年
赠送健康科普光盘

本 报 讯 记 者 顾 金 华 日

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

院团委向枫林街道31 个居委团

委赠送了青少年健康科普微课

程光盘《 健康的青春最飞扬》，

让寒假社区青少年活动有了新

的内容。

《 健康的青春最飞扬》青少

年中医药科普系列微课程光盘

是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中医

药实践工作站这一市级青少年

科普教育基地编辑出版，由201 4

年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奖三等

奖得主李赣担任主编，上海市教

委、上海市科委推荐，龙华医院

团委组织优秀青年医师编制，目

前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面

市。

光盘由“ 脊柱，需要你的保

护”、“ 青少年易发损伤及现场

救 助 ”、“ 青 少 年 营 养 健 康 ”、

“ 蛇咬伤的急救与预防”及“ 青

春期痤疮的防治”5个时长5—8

分钟的视频组成，内容丰富权

威、画面活泼、语言幽默，能吸引

青少年对中医药的兴趣，增加中

医药科普知识。

春季养身
酒店邀您享燕窝

本报讯 邵炯 每逢换季，气

候的变化会使人在春季感到疲

乏，即所谓的“ 春困”。讲究养生

的人总会变着法子给自己和家

人调理一下身子。

燕窝性甘淡，味性平，大养

脾胃，内含有充足的蛋白质及

钙、铁、钾、钠等营养成分。对女

性而言，春季食用燕窝，更有提

高人体免疫力和调节皮肤新陈

代谢的功效。

那么趁这个春季，携着你的

姐妹团，来一场燕窝滋补。即日

起，滋补燕窝大餐空降巴黎春天

新世界酒店的情聚粤1 525餐厅。

情聚粤1 525餐厅的香港厨

师将为沪上吃客们烹饪8 种 不

同菜品，即木瓜炖燕窝、冰糖炖

燕窝、椰汁炖燕窝、杏汁炖燕

窝、红烧燕窝、鸡茸燕窝、浓汤

燕窝、蟹肉燕窝，每款燕窝都令

人馋涎欲滴。其中，50克的燕窝

大餐售价1 08元，如果你意犹未

尽，更可以享用1 68元1 00克的

燕窝大餐。

此次燕窝美食大餐将一直

持续到本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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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癫痫高发 常看电视也易复发
迷走神经刺激术有望成为难治性癫痫主要治疗手段

七种诱因可导致癫痫复发

眼下已进入春季，
癫痫病更易发作，沪上
各大医院接诊的癫痫病
患者明显增多。目前，我
国有900万以上癫痫患
者，其中20%—30%的
患 者 为 药 物 难 治 性 癫
痫。对此，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
能神经外科孙伯民教授
表示，癫痫外科治疗方
式很多，随着外科技术
和 医 疗 器 械 的 日 益 成
熟，一种通过植入神经
刺激器来引起脑电活动
及神经递质变化的治疗
技术———迷走神经刺激
术（ VNS)，有望成为难
治性癫痫的主要治疗手
段。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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