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感冒后“六亲不认”，竟是这病作梗
发热头痛疲劳，20岁女子患的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发病早期症状很像流感

A05民生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编辑/戴岸松 图编/言琼 美编/叶海玲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脑
瘫
女

孩
的
求
学
梦

本报10月16日讯 “本以为
是一个小感冒，我们都没太在意，
谁知过了几天情况急转直下，神
志不清，（妹妹） 连我都不认识
了！”今日，市民陈女士向三湘都
市报反映，她的妹妹珍珍（化名）
今年20岁，前几天感冒后吃了几
天药， 谁知后来竟出现精神异
常、胡言乱语、抽搐等现象，连姐
姐也不认识了，所幸经过入院治
疗，这两日珍珍的病情总算有所
好转。这种病症医生诊断为自身
免疫性脑炎，如果作为普通感冒
对待， 则可能错过最佳救治时
机，引发严重后果。

淋雨“感冒”后女子神志不清

一场秋雨一场寒。几日前，珍
珍因为淋了一场雨导致感冒，有
点流鼻涕、咳嗽，但年轻的她不以
为意，觉得扛得住。姐姐陈女士心
疼妹妹， 听闻后马上跑到医院去
买了感冒药。“吃了几天药， 感冒
症状明显好转， 可这还没好几天
竟出现精神异常、 胡言乱语的现
象。”陈女士告诉记者。

20岁的妹妹本是一个活泼
开朗的女孩，一场感冒竟让她连
至亲都不认识了，期间还多次出
现四肢抽搐现象。前往长沙市第
一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自身免疫
性脑炎。

无独有偶， 长沙市第三医院
近日接诊了一名37岁男子，10月
2日感觉感冒头痛，10月6日玩手
机时突发癫痫昏迷，严重脑水肿，
送到医院经过全力抢救现转危为
安，医生分析：患者可能是感冒引
起抵抗力下降， 国庆期间连续上
班劳累发生脑炎， 持续玩手机没
休息诱发癫痫发作。

头疼脑热应及早诊断治疗

“她患上的并不是普通感冒，
所幸治疗及时， 如果耽误治疗或
误诊了， 她本身的免疫系统功能
将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沙市
第一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
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谭红介绍，
自身免疫性脑炎泛指一类由自身
免疫机制介导的脑炎。

免疫系统是人体的“防御卫
士”，起着对抗外来病原体入侵、
监督和清理人体内部环境的作
用。正常情况下，人的免疫系统
只对外来有害病原体等进行“攻
击”（产生抗体和免疫细胞），而
对自身组织抗原不会产生反应。
在某些因素（感染、某些肿瘤）的
诱发下， 免疫系统功能紊乱、活
跃，产生了针对自身脑组织正常
蛋白的抗体，这种异常免疫攻击
所导致的脑炎，即为自身免疫性
脑炎。

免疫性脑炎病患以中青年
女性居多，且大都是急性起病，临
床前驱症状包括流感样症状（发
热、头疼、疲劳），早期与普通感冒
有相似之处， 刚患病时往往被误
认为是感冒，因而容易被忽视。

谭红提醒， 自身免疫性脑炎
还是重在预防： 平时要饮食作息
规律，保证充足睡眠，多喝水、吃
新鲜水果和蔬菜，多运动，增强自
身的免疫功能。如出现感冒症状，
尤其是伴有头痛、记忆力减退、精
神认知异常、癫痫等神经症状时，
需高度警惕自身免疫性脑炎，应
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及早进行诊断、及时规范治疗，才
能尽早阻止脑损害进一步加深。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李维 实习生 张睿琳

本报10月16日讯 为了当上
电子游戏中的“最强王者”，24岁的
小钱（化名）三年来每天晚上熬夜
打游戏， 基本一天只吃一顿饭。一
年前小钱就出现了发热、 咯血、腹
痛、头晕等症状，但仍旧继续打游
戏， 直到一个月前因体虚乏力、咳
嗽、胸闷无法继续打游戏，才来到
医院就诊，被确诊为“双肺继发性
肺结核、右侧胸腔积液”。

据了解，家住怀化的小钱今年
24岁，在技校毕业后仅仅外出打工
了一年就回到了老家待业。在这期
间他迷恋上了一款网络竞技游戏，
于是整天坐在家中打游戏，再也没
有外出找工作。

小钱的父母劝说过，但沉迷于
游戏的小钱根本听不进去。晚上通
宵打游戏，白天睡大觉，一天只吃
一顿晚餐。这样黑白颠倒的日子一
过就是三年。

一年前，小钱开始干咳、胸痛，
上坡爬楼时也感到呼吸不畅，当时
他为了达到“最强王者”的游戏段
位连续奋战并没有在意。今年9月，
小钱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身体虚
弱、乏力、胸痛、咳嗽，已经无法支
撑继续打游戏了，只能前往当地的
医院就诊。经过CT等检查后发现小
钱患有双肺继发性肺结核、右侧胸
腔积液。 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治疗，
小钱在家人陪同下来到长沙市中
心医院（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
院）肺科医院三病室住院治疗。

主治医师黄秋琴介绍，结核病
属于一种慢性消耗性传染病，很多
年轻人长期熬夜、 生活不规律、睡
眠不足、缺乏运动，再加上营养又
跟不上，在人体免疫力下降的情况
下就很容易被结核杆菌“乘虚而
入”，即便在家中也有可能感染上肺
结核。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宇 陈颖 实习生 龙飞鹏

本报10月16日讯 15
岁，正当放飞梦想的年龄，思
颖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
跟同龄人一起上学读书。

因出生时早产缺氧导致
脑瘫， 思颖无法正常站立行
走， 但生活的磨难赋予了她
永不言弃的坚韧。今日，三湘
都市报记者见到了这位坚强
的女孩，聆听她的梦想。

外婆陪伴四处求医

上午11时许，记者来到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附近的
一处小区民居，这里是爱心
人士免费提供给脑瘫家庭
的“爱心之家”。

临近中午，房子内围聚了
十几人， 室内饭菜香混合着
话语声，格外有烟火气。戴着
耳机安静坐在沙发上看手
机， 思颖和普通15岁女孩没
有差别，干净漂亮，如果不是
脚上绑着的矫正器， 不会觉
得眼前的她有何特别。

“她现在上网课，先别打
扰。”主动跟记者搭话的瘦弱
老人是思颖的外婆林思金，
由于女婿在长沙工作，2018
年她带着外孙女从广西桂
林灌阳县来到长沙。 思颖2
岁查出患病开始，她就一直
陪同四处求医，长沙已经是
她们辗转的第四个城市。

“长沙是个好地方，我们
在这里受到很多帮助，外孙
女也越来越好了。现在自己
学着玩手机，认字，还能跟着
老师上网课，多好。”说起外
孙女的变化，林思金很是开
心，“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

子真的很不容易。 从一开始
的手脚不听使唤到现在的能
自主学习， 娃娃经历了一次
脑部手术、 一次腰部手术和
两次腿部手术。”

好了就去考医学院

“女儿要照顾二宝，女婿
要赚钱养家， 外孙女就是我
抱着长大的。 十几年就是每
天照顾她，陪她做复健，给她
按摩。医生说，她一定可以站
起来和正常孩子一样行走。”
老人一脸憧憬，很难想象，眼
前这位体重刚过80斤的62
岁老人，是如何每天抱起70
多斤的外孙女上上下下，带
着她辗转多地的。 好在努力
并没有白费， 思颖在外婆的
照顾下坚强又乐观。

“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
我背诗， 我也一直在不断努
力， 学习认字。2018年妈妈
给我买了智能手机，9岁的
弟弟也鼓励我多学习， 我通
过手机学到了好多知识。”思
颖告诉记者，因为生病，她接
触世界很有限， 外婆总是竭
尽所能让她有更多接触新事
物的机会。

“我想早点好起来，现在
只要有时间就抓紧学习，争取
追上同龄人。”结束网课学习，
懂事的思颖拉住了外婆的手，
给她唱了最近新学的歌《谢谢
你》， 并悄悄地告诉外婆，“我
和医生叔叔约好了，好了就去
考医学院做他的学生。” 说起
未来的打算，戴思颖和林思金
都充满着希望。
■记者 田甜 实习生 莫凤琴

本报10月16日讯 反复整理
东西，走路觉得没走好会反复来
回走，洗手时反复冲洗，直到自
己满意为止。19岁的小宇是一名
大二学生，最近因为生活习惯上
的突然变化搅乱了学习和生活，
为此他感到非常苦恼。

今日， 记者从湖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获悉，
小宇被诊断为“强迫障碍”。病症
的背后，家长迫切“望子成龙”过
于严厉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小宇的父亲介绍，家里人都
迫切希望小宇通过读书，改变祖
祖辈辈在家务农的状况，因此对
他各方面要求都非常高，不料小
宇却慢慢出现了一系列“奇怪”
的行为。

“这可能是小宇患强迫症的
一个重要因素。” 医院睡眠障碍
及神经症科主治医师陈金虹分
析，有一部分患者病前常有强迫
型人格, 形成一般在幼年时期，
与家庭教育和生活经历直接有

关。以小宇为例，父母管教过分严
苛,造成孩子做事过分拘谨和小
心翼翼,生怕做错事而遭到父母
的惩罚， 做任何事都思虑甚多，
优柔寡断,并慢慢形成经常性紧
张焦虑的情绪反应。

强迫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
种类型， 这类疾病通常以长久
的、不受自己控制的思维闯入人
的意识领域，并导致这类人群严
重的焦虑或痛苦的想法，或不停
地重复某些刻板的行为或动作。

陈金虹表示，一些家庭成员
的生活习惯，也可能对孩子产生
影响，如医生家庭由于过分爱清
洁,对孩子的卫生特别注意，容易
使孩子形成“洁癖”，产生强迫性
洗手等行为。小宇入院后，医师为
其制定了详细的诊疗计划，如控
制强迫症状，抗焦虑，改善睡眠，
加强心理及行为治疗等，目前症
状已得到了明显控制。
■记者李琪通讯员张海燕石荣

实习生 龙飞鹏

走路反复来回走，洗手反复洗，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家长“望子成龙”，孩子患上强迫症

15岁脑瘫女孩：我想读书
刚学会的《谢谢你》唱给外婆

为当上“最强王者”
小伙打游戏三年患上结核

在长沙某小区“爱心之家”，15岁的戴思颖戴着耳机安静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这是她学习知识的最好方式。
记者 田甜 实习生 莫凤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