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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逐渐回升，人们经常感到困倦、疲乏、头昏欲
睡……这就是所谓的“春困”现象。但“春困”也有真假之分，
辨清真假后才能有的放矢缓解春困。

如何辨清“真假”春困

人们在冬天吃得较多，运动量减少，体重上升，血脂也
高了，春天阳气刚刚复苏，皮肤中的毛细血管逐渐舒张，
血液流向皮肤增多，流向大脑的血液量相应减少，大脑处
于相对供氧不足的状态。于是，有保护性的疲倦状态便产
生，以此来代偿脑细胞的供氧不足，人也就容易困倦，由
此形成春困。

春困还与缺乏维生素 B1 有关，而维生素 B1 肩负有维护
神经系统正常代谢和机能的重任。其量不足，神经（特别是大
脑）则怠惰。还有观点认为，生物钟节律性的变化是春困的主
要原因。寒冬体内交感神经紧张占优势，盛夏副交感神经紧
张占优势，春天恰于两种神经紧张状态的交替时期，有时难免

“失误”，本来应该是夜间“工作”的神经白天也“上班”，此时人
便容易困倦。

所谓假春困，就是那些由器质性病变造成的春困，比如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部分人群往往睡觉时打鼾很严重，
因为大脑缺氧而造成的现象很像春困，容易混淆。类似的还
有早期的脑梗、甲状腺功能减退、白细胞减少等等，这些病症
都会让人感觉特别累，白天很容易犯困、淡漠、疲乏，症状跟
春困很相似。

辨别真假春困最基本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体检，一年
至少一次。如果自我感觉春困很严重，影响工作生活，务必
做一次血常规，40 岁以上人群建议做颈动脉彩超等。千万
不要自己上网搜索医疗信息自诊自医，应尽快去医院检查，
排除器质性病变的可能性，让医生提供合适的方法进行调
整和治疗。

为春困解乏支招

由疾病引起的倦怠乏力，必需从原发病入手处理。由季
节性引起的春困往往通过自我调理就会有所缓解。

首先，注意及时补充营养，摄取充分的蛋白质。适当吃些
发阳的蔬菜，如大蒜、韭菜等。其次，生活起居要有规律，尽量
早睡早起。早起困难的，可以改变体位，做舒展运动，让阳气
动起来。再次，入睡困难的人群可以适当做些脚底按摩、泡
脚、听舒缓的音乐或入睡前把房间灯光调暗。有条件的可以
中午或下午打个小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困乏感。另外，要加
强运动，可选择跑步、打拳、做操、散步等，使筋骨得到舒展。

据新华网

吗啡的药理作用主要是：镇痛，吗啡有强大的镇痛作用，
并且持续时间长。镇静，吗啡可有效改善因疼痛引起的焦
虑、恐惧等不愉快情绪。 止咳，能抑制大脑呼吸中枢和咳嗽
中枢活动，使呼吸减慢并产生镇咳作用。止泻、通便，能兴奋
胃肠道平滑肌、括约肌，有止泻和通便的作用。 据新华网

贾美香等人建议，需集聚
各方面的力量对自闭症儿童
进行筛查，制定诊断标准、治
疗方案和干预措施。“作为儿
童精神类疾病，自闭症的诊断
要靠医生的观察和经验，而不
是靠仪器检测，所以要培养更
多专业力量，尽早发现并进行
干预。”

医学专家普遍认为，早期干
预很有必要，但自闭症是一种终
生障碍，大部分孩子需要支持性
居住、就业、甚至在养护机构被
照顾，家长也要有合理的预期。

正因如此，自闭症儿童家长
对于建立重度自闭症患者全生
涯支持性社会服务体系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

樊岭说，有关部门可建立
针对大龄重度自闭症患者的托
养服务体系，除了继续提供康
复服务外，还要培训他们掌握
一定的生活技能，并提供一些
庇护性就业。

在推动融合教育方面，北京
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执行主任孙
忠凯等人建议，应倡导全纳教
育，让程度较轻的自闭症孩子进
入普通学校，在资源教室和资源
教师配备方面给予经费支持。
教育部门和学校可制定考核奖
励机制，例如对接纳自闭症儿童
的学校和班级进行个别化的考
评，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调动
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性。

据新华社

春困也有春困也有““真假真假””
如何辨别如何辨别？？

吗啡的药理作用有哪些？

本报讯（肖雄军 记者 李小凤）近日，乐至县中医医院肛肠
科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他是来自西藏昌都市 47 岁的来先
生。远在西藏的来先生为何要来乐至求医？故事还得从几个
月前说起。

10多年来，来先生一直遭受肛肠疾病的困扰，“反复出现
便时肛门肿物脱出 10多年，间断性便血 8年多”，上述症状反
复发作，严重影响其生活及工作，他先后在多家医院进行了手
术治疗，但效果不明显。“术后排便就像排碎玻璃一样疼痛，曾
发誓再也不做痔疮手术了。”来先生说，几个月前，听同事介绍
乐至县中医医院肛肠科医术高明、有特色，手术后痛苦少，恢
复快，他便下定决心再试试，于是便有了这次千里求医路。

据肛肠科医生肖雄军介绍，当他们了解到来先生不惜千里驱
车来这里求医、对他们产生莫大的信任时尤为感动，更觉责任重
大，全科医护人员高度重视，力求为患者减轻病痛。

经过一系列专科检查及科室医师的会诊，最后确诊患者
病症为重度混合痔、直肠黏膜内脱，科室根据患者制定详细的
诊疗方案，通过手术切除并配合中药口服、换药、熏洗等治疗，
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来先生在治疗过程中的痛苦。目前来先生
已康复出院。

“通过来先生的求医路，我们也一直在思索怎样通过改进
手术方式，完善治疗方案，减轻手术痛苦，让广大肛肠疾患病
人不再惧怕手术。”肖雄军说，他们行医过程中一直在为这个
目标而努力。

医术高明有特色

西藏患者不远千里
到乐至中医医院求医

注：请本版用文作者（单位）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在 第 12 个
“世界提高
自 闭 症 意

识日”，记者采访
多家自闭症康复
机构和多位自闭
症孩子家长发现，
一方面，从政府到
民间，多方力量都
在为这一特殊群
体 提 供 康 复 、教
育、就业等方面支
持，越来越多的自
闭症孩子走进康
复 机 构 ；另 一 方
面，大多数自闭症
患者家庭仍承受
着康复费用高、入
学难之“痛”，稍
有不慎还容易掉
入形形色色的“康
复骗局”。

“突然有一天，就能说一些动
物名字了，比如狗啊、大象啊，当
时我忍不住眼泪都出来了。”提起
春节后儿子突然开口说话的情
形，连爽爽至今仍特别激动。

连爽爽的儿子刚满 4 岁，去
年 9 月被确诊为自闭症。由于老
家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没有专业
康复机构，于是她便选择了首府
银川市一家私立自闭症康复机
构，每天奔波五六十公里陪护孩
子训练。

“远点、贵点、累点，都没关
系，只要能让孩子情况有改善。”
连爽爽说，为了让孩子得到最大
程度的康复，她还在标准课程之
外为孩子增加了特训课。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随着人
们对自闭症的认识和关注度日渐
提高，康复意识和理念也在逐步
增强。银川爱心园孤独症儿童康
复训练中心负责人陆菊梅说，建
园十年来，康复儿童从 2个逐渐增
加到 45个，而且自闭症的发现、确
诊年龄也越来越早，园里目前最

小的孩子只有 1岁 8个月。
近些年，中央和地方惠及残

疾人的多项政策为自闭症人群尤
其是自闭症儿童康复救助提供了
较大扶持，例如国家将 0至 6岁贫
困家庭残疾儿童纳入康复救助对
象，在此基础上，宁夏不仅将救助
标准由每人 1.2 万元提高到 2 万
元，还取消了家庭经济贫困限制。

走出康复机构，也有一些康复
效果好、障碍程度轻的孩子踏入课
堂。20岁的康康去年刚从职高毕
业，虽然暂时还没找到适合的工
作，但他可以在家独立做一些喜欢
的事情了，比如画画、吹葫芦丝等。

康康的母亲告诉记者，康康
很幸运，北京市海淀区的小学和
中学，都没有拒绝他。

“来自这两所学校校长、老师
以及家长的关爱和支持，让康康
在学校融合得非常好，他们没有
怕康康影响班级成绩，反而乐意
去接纳他，并给予各种帮助和鼓
励，这样才让他顺利地从小学过
渡到初中，再到职高。”

采访中，一些康复机构负责
人和自闭症孩子家长反映，目前
各项惠残助残政策的确大大提
升了自闭症儿童康复率，并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康复费用，但因
康复而产生的综合开销却仍是
多数家庭难以承受之重。

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公
立康复机构较少、家长追求更
好康复效果等原因，多数孩子
最终选择了私立康复机构。比
如在北京，私立自闭症机构康
复费用至少要每月 1 万元起，
这还不包括家长的吃住等生活
开销。

尽管如此，康复效果也未必
能与康复费用成正比。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孤
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会长贾美香
认为，近些年我国自闭症康复机
构数量逐年增加，但水平参差不
齐，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且真
正具有专业医学背景的从业者
较少。

而且，稍有不慎，家长还可
能掉入“康复骗局”。记者采访
发现，现在有些不负责任的康复
机构，号称可通过“扎针灸”“生

物疗法”等方法治疗自闭症，有
的则针对一些有自闭症孩子的
家庭想生二孩的心理，宣称能够
检测基因进行预测。

家住北京的“秋爸”是一对
重度自闭症双胞胎男孩的父亲，
也是一名基础医学科研人员，多
年来他在帮助孩子康复的同时，
还和其他家长共同搭建了网络
平台进行自闭症知识科普。“科
普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防止家
长上当，很多人为孩子治病心
切，愿意相信传奇故事，许多自
闭症孩子家长都遇到过骗子。”
他说。

走出机构，进入校园，是每
个自闭症儿童家长的美好心愿，
但是专家表示，相当一部分自闭
症孩子由于障碍程度严重，或幼
儿教育、学前教育缺失等原因，
无法衔接普小，甚至进入特校都
困难。

“融合教育不是简单地将自
闭症孩子放入普校，而是需要有
个性化、针对性的教育方案，这
需要专业师资、经费等多方面支
持。”宁夏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
会主席樊岭说。

多一些关爱 多几分幸运

私立康复机构参差不齐“骗局”五花八门

提高科学认知 完善救治体系

王含说，目前研究认为体育锻
炼、咖啡因对预防帕金森病或有帮
助，太极、瑜伽、探戈等活动也被证
实可以延缓帕金森病患者的病情进
展。因此，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体育
锻炼仍然是普适的健康法则，对于
帕金森病也不例外。

“在我国，帕金森病仍存在就诊
不及时、延误诊断率高、治疗率低的
状况。”王茂德说，由于帕金森病起
病隐匿，早期很难察觉。建议高危
人群重视健康检查，尤其是有家族
史的中老年人。其他高危因素包括
长期在化学工厂或有毒环境工作
者、怀疑有肌张力或动作协调性有
障碍者等。高危人群尤其要加强体
力活动锻炼，包括肌力锻炼、关节锻
炼、平衡功能锻炼等，并多参加社交
活动，锻炼语言功能。

专家表示，适当的运动有助于
预防帕金森病，帕金森病患者也应
在康复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力所能
及的锻炼，延缓运动功能减退。建
议患者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多吃富
含纤维的食物。 据新华社

4月11日是
世界帕金森
病日，人类

认识帕金森病已逾
200 年。伴随着我
国人口老龄化的加
剧，专家认为，公
众应更多关注帕
金森病，提高对帕
金森病的预防意
识和辨别能力，做
到 早 期 诊 断 、治
疗 ，有 效 缓 解 病
程，减轻帕金森病
对个人和家庭带
来的痛苦和负担。

健康教育

人类认识帕金森病200多年

你知道如何辨识防治吗？

帕金森病并不罕见，可见于从青少年到老
年的各个年龄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比例
逐渐增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
外科主任医师李建宇介绍，帕金森病是一种常
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多发于中老年人
群，我国 65岁以上人群帕金森病的患病率约为
1%至 2%。

英国内科医生詹姆斯·帕金森博士在自己
住所的楼上观察到了几个邻居肢体抖动、走路
姿势前倾、动作缓慢，最早系统地描述了这种疾
病。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副教授王含说，当年
詹姆斯·帕金森观察到的主要运动症状如今仍
是帕金森病的诊断门槛，随着病程的进展，患者
逐渐会出现走路不稳、容易摔倒等其他症状。

如何早期识别帕金森病？专家认为，其早
期首发症状主要是“僵、慢、抖”。王含介绍，动
作缓慢是帕金森病最关键的表现，包括刷牙、打
鸡蛋等精细动作不灵活，走路时手臂不能自如
摆动，写字变小，表情变平淡等。很多患者会手
部颤抖，但也有些患者仅有肢体的僵硬感，被称
为非震颤型帕金森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帕金
森病学科带头人王茂德说，帕金森病还可出现
认知障碍、精神异常、睡眠障碍、感觉障碍，以及
情绪低落、焦虑、便秘等非运动症状。

“帕金森病可能是多个基因和环境因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李建宇说，其确切病因目前仍
不明确，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年龄老化、氧化应
激、脑外伤等均可能是影响因素。

专家表示，作为慢性病，帕金森病多数患者
的病程都在 10年以上，需要终身治疗。尽管尚
无根治方法，但及时规范治疗能显著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

治疗“宜早不宜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胡永生说，帕金森病患
者若能早期发现并及时规范治疗，可基本恢复
正常生活。药物治疗是帕金森病首要的治疗手
段，手术是药物治疗的有效补充，出现药效减退
等副作用时是进行脑起搏器手术的最佳时机。

王茂德提示，帕金森病患者在治疗时常常
会陷入两种极端：有些患者不愿及时吃药，主观
上认为拖延用药时间可以延缓药物的耐药性，
但事实上，目前业内认为帕金森病治疗应“早发
现、早治疗、早受益”。

“另一种极端的患者则是一心求快，拼命吃
药。”王茂德说，有些患者感觉自己症状加重后
便自行增加药量，起初僵硬、迟缓等症状会有所
改善，但不久就会由“不动”变为“多动”，还可能
伴随烦躁、幻觉等副作用，导致远期治疗效果越
来越差。

“僵、慢、抖”是早期主要症状 治疗宜早不宜迟 运动有助预防

多一些关爱 多几分幸运
——自闭症自闭症群体状况调查群体状况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