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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成
新宁） 4 月 2 日是世界自闭症关注
日， 记者当天从湖南省儿童医院了
解到， 儿童自闭症患者人数正在不
断增加中， 美国 2019 年统计数据显
示， 自闭症患者发病比例为 1/58，
在中国发病比例也达到 1/100 左右，
自闭症正成为并不少见， 却不为社
会所广泛关注、 理解的疾病。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主
任医师钟燕介绍， 最近几年该院接
诊不少自闭症患儿。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该院儿保所共诊断自闭症
5321 例， 其中， 2018 年确诊为自闭
症的孩子就有 2412 例。

“自闭症是一种起病于婴幼儿时

期的心理发育障碍性疾病， 以社交
沟通缺陷、 兴趣狭窄、 行为刻板重
复为主要表现， 发病率逐年升高，
病因不明， 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
法， 教育训练是干预的最佳方式。”
钟燕表示， 早期识别和治疗的儿童，
很大一部分症状可以得到改善。

由于自闭症的表现复杂多样，
早期症状多不典型， 很多细微的线
索有可能被家长们忽视， 以致有的
患者甚至上了小学以后才被诊断而
耽误了最佳干预时机。 钟燕提出自
闭症儿童在早期 （2 岁前） 就可能
会出现以下 6 “不” 行为， 帮助家
长们早期发现疾病。 1.不 （少） 看：
宝宝与人目光交流少， 眼睛很少注

视人， 即使跟父母也没有持久目光
对视。 对人的逗引很淡漠， 相对人
脸， 他们更喜欢看玩具。 2.不 （少）
应： 1 岁后对父母的言语性指令充
耳不闻， 以至于家长怀疑宝宝听力
异常 ， 但对广告声或感兴趣的声
音 ， 表现出听力灵敏 。 3.不 （少 ）
指： 不会点头表示需要、 摇头表示
不要 、 不会用手指指物表达需要
等 ， 他们常常把家长的手当作工
具， 拖着他们的手放在想要的物品
上， 让家长帮他去拿， 也不会用眼
睛追随他人手指指向 。 4.不 （少 ）
语： 不会说话或说话晚， 对语言反
应也少， 不理睬他人说话。 5.不当
行为： 如反复将小汽车排成一排，

旋转物品等； 着迷于看旋转的车轮
或电扇、 反复听流水的声音等； 语
言倒退、 出现难以听懂、 重复或无
意义的语言； 不断地晃头、 转圈、
甩手看手等。 6.不亲、 不随： 对人
缺乏兴趣， 对父母的归来没有特别
兴奋 、 喜悦的表现 ， 对父母的离
开 ， 不会用目光或动作跟随或寻
找， 缺乏 “分离性焦虑”， 对陌生
人也没有焦虑、 紧张。

自闭症发病呈现增加趋势
专家提醒：2 岁前出现 6“不”症状应就医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谢燕芝） “自己
是医生， 以为就是普通的感冒吃点药就好
了， 没想到差点要了命……” 4 月 1 日， 即
将从湖南省人民医院出院的小田感慨不已。

26 岁的小田是湘西吉首某医院的一名内
科医生。 3 月中旬， 他开始出现流鼻涕、 咳
嗽、 发热的症状， 体温一度高达 40℃。 以为
是普通感冒， 加上自己是医生， 吃了感冒药
后就没放在心上。 谁知， 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一天天加重， 由于反复发热、 呼吸困难，
小田晕倒在工作岗位， 虽经当地医院积极治
疗， 小田的病情仍持续恶化， 神志不清， 生
命危在旦夕。 3 月 19 日他被转院住进湖南省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RICU。 科室
立即成立救治小组， 对他进一步检查后确诊
为： 重症腺病毒肺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 严重缺氧及炎症反应等导致他肺、
心、 脑、 肝等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

多学科专家讨论后， 为小田制订了个体
化的治疗方案———使用床旁支气管镜灌洗及
经鼻高流量氧疗等先进技术， 加上抗感染、
免疫调节、 营养支持等对症支持治疗， 呼吸
危重症医护团队日夜守护在小田身旁。 经过
10多天的抢救和治疗， 小田的病情逐渐稳定。

“过去腺病毒感染以小孩居多， 现在成
年感染者越来越常见”，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建民主任医师表示，
腺病毒肺炎早期症状与感冒类似， 很容易被
忽视。 此病冬春季节高发， 这一季节应注意
防寒保暖， 少去人群聚集场所。 一旦出现不
明原因发热、 咳嗽、 呼吸困难， 应及时就医。

暖心
��������3 月 29 日， 怀
化市通道侗族自治
县坪坦乡高步村，
医务志愿者在为因
病致贫、 行动不便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免费健康复检。 近
年来， 该县启动健
康扶贫行动后， 医
务志愿者们纷纷进
村入户开展“送医、
送药、 送健康、 送
政策” 活动， 让贫
困户在家中就能享
受到暖心的医疗服
务。

通讯员 刘强 曹梦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罗旭斌） 器官捐献是生命的一种
选择， 是希望和爱的延续。 4 月
3 日， 湖南省文明办、 省志工
办、 省卫健委、 省红十字会主
办， 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承办 “2019 年全省人体器官
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
———《天使力量》 在长沙举行，
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在
活动中公布， 截至 2019 年 4 月
2 日， 湖南累计实现了公民去世
后人体器官捐献 2092 例， 大器
官捐献数量 5549 个， 捐献总数

和工作质量位居全国前四， 使
5123名重病患者重获新生。

活动现场邀请了历年来的
捐献者家属代表、 移植受者代
表、 全省 14 个市级红十会工作
人员 、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
市民代表等共 700 多人参加 。
活动以湖南 4 个有代表性真实
捐献人物故事改编的话剧 《天
使力量》 （30 分钟的话剧， 改
编真实发生在遗体和器官捐献
者篮球少年叶沙、 湘西汉子杨
胜海、 长宁医生袁李彬、 湘雅
伍汉文教授他们家人之间的故

事） 开启序幕， 并用一段 8 分
钟的 《感恩十年》 VCR 回顾了
自 2010 年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
开展来的各项工作情况。

10 年间 ， 湖南省培养了
100 名持证上岗的人体器官捐
献协调员； 救助捐献者困难家
庭 648 户 ， 救 助 金 额 总 计
1157.8 万元； 成立湖南省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伍， 全省
各地陆续成立各级器捐志愿服
务队 20 余支， 志愿服务人员超
过 500 人， 志愿服务力量逐步
得到凝聚， 社会影响逐步扩大。

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 10 年

“小感冒”酿成大祸

中国香港、菲律宾等多地爆发麻疹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