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脑萎缩三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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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吸烟、 酗酒 这些是造成
大脑萎缩的危险因素 ， 特别是酗
酒， 对记忆力的损伤非常严重， 老
人应尽量远离。

多吃健脑食品 在膳食平衡的
基础上， 适量补充谷类、 鱼类、 蛋
类、 瘦肉、 坚果等有助于增强记忆
力的食物。 同时， 少吃油腻辛辣等
刺激性食物， 做饭时少放油、 盐、
糖等调味品。

勤做脑部训练 俗话说 “脑子
越用越活”。 平时可采用记数、 拼
图、 背诵诗词等方法进行脑力训
练， 尽可能地记住所学的内容， 并
在脑中回想。

范荣

������不知大家在为影片精彩的摔跤
镜头喝彩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镜
头： 一个过背摔的动作， 摔跤手的
头颈部着地， 会陷入短暂意识模
糊， 并出现四肢无力等情况， 过一
段时间后意识和力量才慢慢恢复。
对此，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张占伟副教授介绍说：
医学上判断这是由脑震荡造成的。

脑震荡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医学
名词， 但凡头部磕磕碰碰， 流血也
好， 头晕头痛也好， 甚至昏迷， 都
能归到脑震荡中去。 医生一说脑震
荡， 家属都会吓得不轻， 其实， 脑
震荡这个词是被影视剧玩坏了， 经
常将它与失忆、 变傻、 变疯等病症
等同， 甚至还出现需再次头部重创
后才能恢复记忆的桥段， 让大家对
脑震荡更是高度紧张。

啥是脑震荡？
大家知道， 心脏前面有胸骨、

后面有脊柱骨、 双侧有肋骨。 而大
脑组织比起心脏来说， 质地非常娇
弱， 跟” 豆腐” 一样 ,更需有坚硬
的颅骨包裹保护， 以最大的程度使
之不受外力的冲击。 但在很多情况
下， 颅骨完好， 脑部依然会受伤，
是为什么呢？

张占伟副教授解释： 想象一辆
高速行驶的汽车发生碰撞， 若乘客
没扣紧安全带， 就会在惯性作用下
撞向汽车导致内部受伤。 同样道
理， 脑和颅骨之间有一定空间， 脑

部又没有 “安全带”， 当头部快速
撞击物体而停止， 脑部就会撞上颅
骨内壁， 受到或多或少的损伤。 所
以， 有时伤者头皮、 肌肉虽然不见
明显伤痕， 脑部却可能受到损伤。

若撞击力度较轻， 脑部做 CT
检查看不到异常， 但脑细胞仍存在
微损伤， 发生意识障碍， 轻者意识
模糊， 重者完全昏迷， 不醒人事，
短至数秒钟或数分钟， 但不超过半
小时。 清醒后， 回忆不起受伤时的
情景， 但能清楚记得受伤前的事
情 ； 同时， 还有头痛、 头晕 、 恶
心、 厌食、 呕吐、 耳鸣、 注意力不
集中、 反应迟钝等症状， 血压、 呼
吸和脉搏、 神经系统和脑部 CT 检
查正常， 这种情况， 医生通常会诊
断为脑震荡。

脑震荡，到底有多严重？
很多人一听到脑震荡这个诊断

就以为很严重， 其实， 它是最轻的
一种脑外伤， 基本不会有生命危
险。 病人只需留院观察意识、 瞳孔
和呼吸脉搏血压的变化， 并安静卧
床休息， 少思考问题和阅读书报，
头痛者给予镇痛剂， 呕吐明显、 不
能进食者给予输液等对症治疗即
可， 一般 2-3 天就能出院， 症状一
般在数周至数月内逐渐消失 。 因
此， 大家应消除对其的顾虑和恐惧
心理。

脑震荡有后遗症吗？
在竞技体育运动中， 大多数运

动员在一次头部冲击后脑震荡或许可
以在几分钟、 几小时内缓解， 但一般
没有引起重视， 继续训练和比赛。

根据运动医学的研究 ， 在摔
跤、 橄榄球、 拳击、 足球、 跳水等
运动中， 技术动作速度快 ， 力度
大， 加之颈部的运动幅度大， 水滴
石穿， 量变到质变 ， 长期以往下
去， 累积效应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慢
性创伤性脑病的病症， 出现神经症
状， 情绪、 认知障碍及精神症状。

张占伟副教授介绍说， 反复多
次脑震荡 （累积效应） 是老年痴呆
症或长期记忆障碍的危险因素， 这
就是为什么拳击运动员容易患有帕
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原因之
一。

在日常上生活中， 会有极少数
脑震荡患者经过休息治疗后， 仍会
长时间持续存在或劳累后间歇出现
注意力不集中、 头昏 、 头痛 、 失
眠、 健忘、 恶心、 呕吐、 耳鸣等症
状， 时间可能为数月或数年， 甚至
长期存在， 但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
查均未见异常， 这时医生通常诊断
为 “脑震荡后综合征 “。 张占伟表
示： 很多情况下， 患者由于症状持
续、 心理焦虑， 导致有病情迁延反
复， 这时需心理疏导配合药物进行
对症治疗。 祖国传统医学中针灸、
推拿理疗、 中药内服外治等综合治
疗往往效果甚佳。

陈双

������刚过 40 岁的张女士最近老是
丢三落四， 出门不是忘了带钥匙，
就是忘了带手机或钱包。 晚上睡得
也不踏实， 一天到晚头昏沉沉的，
精神状态不佳。 张女士找到湖北省
襄阳市中医医院脑病科主任方之
勇， 在排除张女士大脑无器质性病
变后， 方主任诊断其正处于大脑亚
健康状态， 通过中药、 针灸、 运动
等综合疗法调理了 1 个月， 张女士
的睡眠明显改善， 丢三落四的习惯
也慢慢不见了。

方之勇主任表示， 当大脑处于
亚健康状态， 不妨从以下方面着手
调整：

一是自我调节 压力过大时学
会放下， 走出去放松一下。 或者邀
请三五知己 ， 倾诉苦恼 ， 排遣郁
闷。 或者找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做，
比如换个发型， 打扮一下， 心情大
不相同。 多下象棋、 围棋， 可使大
脑精力集中， 脑细胞会处于活跃状
态。 对新事物保持有好奇心和勇于
挑战的心。

二是动起来 大脑常用常新，
要防止大脑功能衰退， 最根本的一
条就是勤用脑。 另外， 多参加户外
运动， 运动能调节和改善大脑的兴
奋与抑制过程， 使大脑功能得以充
分发挥， 延缓大脑老化。

三是改变不良生活方式 工
作、 学习、 活动、 娱乐及饮食要有
一定的规律， 以免造成生物钟的紊
乱失调， 尤其是保证睡眠充足， 不
要过度用脑。 不滥用药、 不吸烟、
不过量饮酒也是保护大脑健康的良
策。

四是常做梳头动作 梳头可疏
通气血、 健脑提神。 正确的梳头方
法是： 由前向后， 再由后向前； 由
左向右， 再由右向左。 如此循环往
复， 梳头数十次或数百次后， 再把
头发整理、 梳至平滑光整为止。

李丽������今年 62 岁的刘大伯， 因
左眼视物模糊两个月来一直
在看眼科， 直到近两周视力
下降进行性加重， 入院前 3
天甚至已经失明， 最后转至
神经外科， 经头颅 MRI （磁
共振成像） 扫描发现左侧眼
球后方眶尖长了脑膜瘤， 其
视力障碍就是因为脑膜瘤引
起的。

看不清楚或是视力有问
题， 一般来说就诊都首选眼
科， 其实， 视力障碍并不仅
仅只是眼睛的问题， 也可能
是脑部出现问题。

当我们看到的物体， 其
表面反射的光线进入眼睛 ，
眼球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在
受到光刺激后， 景物在视网
膜上成像 ， 产生神经冲动 ，

通过神经系统传导至大脑中
的视觉中枢形成视觉。 这种
视觉信息的传导径路称为视
路， 从前往后包括了眼球的
视网膜 、 视神经 、 视交叉 、
视束、 外侧膝状体、 视放射
和脑后枕叶皮质视中枢。 简
单概括视觉的形成过程： 光
线 、 角膜 、 瞳孔 、 晶 状 体
（折射光线） 等最后传输到大
脑视觉中枢， 其中任何一个
环节发生问题， 都有可能导
致视力障碍。

在此提醒大家， 对原因
不明的视力障碍患者， 一定
要想到有可能是大脑视神经、
视中枢有病变， 这样才能做
到早诊断、 早治疗， 避免不
必要的误诊和漏诊。

吕斌

������广东肇庆读者刘先生问： 我父亲今
年 63 岁， 最近严重失眠， 还常觉得头
昏脑胀。 到本地医院做了个脑部 TCD
（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 结果提示： 双
侧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增快。 请问这是
怎么回事？ 是引发失眠的原因吗？ 该如
何调治？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
一海： 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增快多数是
由于动脉血管狭窄或痉挛引起的， 其中
主要的原因有脑动脉硬化、 颈动脉斑
块、 颈椎病等。 可能会出现眩晕 、 恶
心、 呕吐、 耳鸣等症状， 与失眠有一定
的关系。 治疗上， 一是要针对各种危险
因素， 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等进行病因治疗； 二是要改善脑部的血
液供应和脑细胞的代谢。 建议您父亲找
心脑血管专科就诊， 继续完善相关检
查， 明确病因之后再确定治疗方案。

可万一脑震荡呢？ 大脑也会
“亚健康”

视力下降 可能是脑部出问题

�������印度电影 《摔跤吧！ 爸爸》 最近引发广
泛关注。 电影讲述了印度一个被生活所迫、
放弃摔跤运动的爸爸， 不顾周围冷嘲热讽把
两个女儿培养成国际摔跤选手的故事， 故事
积极励志， 满满都是正能量， 电影里各种精
彩的摔跤镜头更是让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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