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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眼科医院特约科普

■■■■■ ■■■■■ ■■■■■

谁能受益？
用于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

据报道称，不同于现有药物的单
一靶点治疗，“九期一”是针对多机
制、多靶点的药物，通过重塑肠道菌
群平衡，抑制肠道菌群特定代谢产物
的异常增多，减少外周及中枢炎症，
降低β淀粉样蛋白沉积和Tau蛋白
过度磷酸化，从而改善认知功能障
碍。

根据国家药监局公告，该药用于
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改善患者
认知功能。

“多了一种治疗药物，对医生和
患者而言都是好事，但患者及家属必
须认识到一点，药物治疗可以延缓病
症的发展进程，改善一部分症状，但
并不能实现根治和预防。”海南省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文国强称，具体
新药效果如何，还要看最后应用于临
床的使用效果。另外，他建议得了阿
尔茨海默病首先要到医院去看病，让
医生确定患者是哪一种类型的痴呆，
严重程度怎么样，有没有精神行为方
面的问题等，让医生为患者制定一个
合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得到正确
的诊断和全方位的、个体化的一体化
治疗，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文国强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尚不
明确病因，目前的治疗可分为药物治

疗和非药物治疗。
“临床治疗上常用的有两类药

物，一种是胆碱酯酶抑制剂——多
奈哌齐、卡巴拉汀和加兰他敏，它们
通过阻止乙酰胆碱酯酶的酶分解乙
酰胆碱，有助于在神经细胞之间传
递信息并保持记忆力；另一种是
NMDA受体拮抗剂，试图阻止谷氨
酸的作用，例如美金刚。”文国强说，
非药物治疗包括心理、社会、环境、
护理、康复训练等治疗在内的个体
化诊疗计划，可帮助患者提高生存
质量。

有医药界人士指出，“九期一”作
为慢性疾病的治疗药物，在更长时间
周期内的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此
外，新药的作用机理仍值得进一步深
化研究。

何时能用上？
开发方称12月底之前

患者可买到

患者何时可以买到？据悉，该药
由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和
上海绿谷制药联合开发。对此，有媒

体报道称，绿谷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松涛表示“12月底之前”，有需要
的患者可以凭医生处方去各大药房
购买。

“医院会不会采购这种药，何时
能够采购回来，这些都跟各地区各医
院的管理制度有关，暂时还不能明
确。”文国强说到。

文国强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
因是不明确的，跟遗传、环境、心理等
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并没有根治的特
效药，预防胜于治疗。

有效的预防是：“干预危险因素，
加强保护因素。”

《柳叶刀》杂志曾经发布：在人生
各阶段中，可改变患阿尔茨海默病风
险的 9项危险因素，分别是：早年
——教育（未完成中学教育）；中年
——高血压、肥胖症、听力损失；晚年
——抑郁症、糖尿病、缺乏身体锻炼、
吸烟、很少与社会接触。如对上述9
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和干预，可以降
低阿尔茨海默病患病风险。

同时增强保护性因素是非常重
要的。老年人退休了，一定要维持社
会联系、锻炼身体，有自己的兴趣爱
好，保持终身学习，多动脑勤用脑。
要多和子女交流，减少孤独感。此
外，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要从年轻人
抓起，长期与电子设备为伴，减少了
人际交流对于人的脑健康是非常不
利的。

国产阿尔茨海默病新药“甘露特钠胶囊”上市引关注，省内专家提示——

诊疗很关键 用药遵医嘱

本期科普专家介绍：徐家窈，海南
省眼科医院角膜病专科 副主任医师

平时大家觉得眼睛奇痒无比，
有时伴有眼部分泌物增多，眼睛干
涩，以为揉一下就好了，殊不知，是
蠕形螨在你眼里安了“家”。

实际上，在很多正常人身上都
有蠕形螨寄居，特别是老年人，他们
可以和我们和谐共处，不会引起我
们不舒服。一些症状轻微的患者，
只要注意眼睑，睫毛根部的清洗就
行了，不需要特殊的用药，症状就能
缓解。但如果蠕形螨集聚数量较
多，或眼痒，眼部不适症状比较严
重，就要进行抗螨处理了。

蠕形螨对眼睛的伤害
蠕形螨可吞噬毛囊上皮细胞，

引起毛囊扩张和脱毛，表现为临床
上的脱睫，睫毛乱生，眼睛红痒，过
敏性结膜炎，睑缘炎，甚至严重时可
导致角膜炎症。蠕形螨也可吞噬脂

质，可引起干眼。
蠕形螨感染眼部的临床表现
反复发作的眼睛红痒；眼干，眼

烧灼感，异物感、畏光、分泌物增多；
可伴有反复睫毛脱落；当累及角膜
时可有视物模糊、视力下降。

眼部蠕形螨感染的治疗方法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常通风，保

持屋内干燥清洁；注意个人及环境
卫生，勤洗澡换衣，勤晒被子；注意
劳逸结合，避免过度疲劳，精神紧
张；摸过猫狗勤洗手，改掉用手揉眼
的坏习惯；健康饮食，少食含油脂丰
富的食物（肥肉、煎炸食物），避免辛
辣食品（辣椒，蒜、芥末）以及巧克
力、咖啡、酒等刺激性食品。

如果出现不明原因，反复发作
的眼干、眼涩、眼红、眼痒等症状，应
及时到专业眼科医院就诊。

省眼科医院抗蠕形螨三步曲
1.热敷：蠕形螨对温度变化比

较敏感，适合发育温度在20摄氏度

至30摄氏度，在0摄氏度以下或者
37摄氏度以上对蠕形螨生存不利，
54摄氏度为致死温度，58摄氏度为
有效灭螨温度。40摄氏度至45摄
氏度热毛巾眼局部热敷，每次5至
10分钟，每日一到两次，可以缓解
不适症状。热敷至少敷15分钟以
上，热敷的次数没限制，等眼睛的不
适症状消失即可。

2.茶树油湿巾：茶树油可以清除
鳞屑，诱导螨虫迁移。其成分中的松
油烯-4-醇可有效杀伤螨虫。茶树
油还可破坏微生物的细胞膜结构，刺
激细胞自溶，起到抗菌的作用。

3.OPT脉冲激光：海南省眼科
医院可以通过强光照射封闭眼睑周
围异常毛细血管，减少新生血管形
成，抑制蠕形螨，降低睑缘细菌载
量，同时减轻炎症反应；脉冲光产生
的热量，可以溶解转化睑脂，更好疏
通睑板腺，提升“油”的质量，从病因
上治疗。

一旦您患上了牙周病，一定要
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治疗牙周病
没有特效药，不看医生，想通过吃药
来治疗牙周病是不可行的。只有严
重的牙周病患者，医生才在治疗同
时配合给予一些药物，口腔内的规
范治疗永远是重中之重。

牙周病导致的牙周组织破坏是
不可逆的，它会引起牙龈退缩、牙槽
骨吸收、牙缝变大和牙齿松动移位
等。但牙周病是可以控制的，也就
是说通过积极的牙周治疗，可以阻
止牙龈继续退缩和牙槽骨继续吸
收。但是已经退缩的牙龈和已经吸
收的牙槽骨不会重新“长回来”。

牙周病的治疗主要分为牙周基
础治疗和手术治疗。牙周基础治疗
包括牙周洁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
讲的“洗牙”）以及刮治和根面平

整。洗牙清除的是牙龈之上、牙齿
表面的牙石、软垢、菌斑和外源性
色素；而刮治和根面平整则去除埋
在牙龈下面牙根表面的细碎牙
石。只有彻底去除牙冠以及牙根
表面的牙石和菌斑，才能摧毁牙周
病的“万恶之源”。如果牙周基础
治疗之后仍然有牙龈炎症存在，则
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不同的
手术方案治疗。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牙菌斑是
牙周病的重要病因，而菌斑是每天
不断形成的，如果不能及时清洁干
净，菌斑就会刺激牙龈发生炎症。
所以，在治疗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自
己的口腔卫生，也就是“刷刷刷”，把
牙齿表面的“脏东西”刷干净，才能
配合医生的治疗，使得治疗达到满
意的效果。

牙周病怎么治？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符王润

装修之后，我们习惯开窗通风至少半年再住
进去，等它散味儿。没有味儿就一定是安全的
吗？最好还是检测一下。同样一间房子，成年人
住进去可能没事，但对于儿童尤其是婴幼儿却可
能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海南省儿童医院血液肿
瘤科主任董秀娟如是说。各种研究表明，近年
来，儿童血液肿瘤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发病
原因很多，室内装修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心中抹不
去的发病原因之一。

室内装修污染真的会导致白血病等血液肿瘤疾
病吗？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董秀娟主任。

崭新，并不意味着健康

“我们不能说装修是导致孩子血液肿瘤发病的
元凶，但临床上追问病史，多数血液肿瘤患儿都有近
期搬新家、住新房的经历。”董秀娟表示，室内污染严
重者，人们最常见的表现为：容易感冒、早上起来不
舒服、眼睛嗓子难受、孩子易过敏等，甚至少数新婚
夫妇长期不能自然受孕……

“以前我们都是住旧房子，一栋屋子能住好多
年，几代人都生活在一起，现在小两口结婚图吉
利，一切都是新的，新房子、新装修、新家具，但是，
新，不一定意味着安全。”董秀娟指出，现代年轻人
结婚年龄偏大，一旦结婚，孕育下一代的事情势必
会提到议事日程，假如住的是这样的新房子，还是
要做一下测试比较妥当。要知道，室内环境污染
几乎无孔不入。

“儿童、孕妇、老人和慢性病人，特别是儿童比
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室内污染的危害。”原因在于：
第一，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对有害物质更敏感，
呼吸量按体重比成人高50%；第二，儿童有80%
的时间是生活在室内，有毒气体主要诱发儿童的
血液系统疾病，增加儿童哮喘病的发病率，导致
儿童铅中毒，甚至降低儿童智力。并且，妇女在
妊娠期间，在不安全的室内环境中待的时间越
长，对胎儿越不利。

用环保材料未必高枕无忧

“环境污染是近年来儿童肿瘤发生率上升的重
要原因，北京一个统计数据，约70%儿童白血病患
者近1-2年内居住在新装修房屋中。家庭装修中，
很难保证完全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油漆、涂料及石
材、板材等装饰材料。”董秀娟表示，最好装修前就关
注装修材料的品牌、质量以及业界口碑等，为住得放
心，睡得踏实，应对自己的室内环境质量“心中有
数”。

有的人认为采用环保装修材料，购买的家具不
会有空气污染问题。董秀娟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
的，在装修及家具释放出来的物质有叠加污染的问
题，即便装修的每个环节都是用环保材料，但室内墙
体、墙面、家具、地板等累计起来的有害物质仍是惊
人的，不可掉以轻心。

董秀娟表示，现在市面上消除苯和甲醛的产
品五花八门，有些被吹嘘得神乎其神，其实开窗
通风透气才是消除苯和甲醛的最经济也是最有效
的办法。新家装修完毕，应该请专业人员进行环
境测试，开窗“晾”半年后才入住，入住后也应该
经常通风。“海南气候比较温暖，除了台风天，就
算常通风也不会受寒，一定要注意早晚通通风。
绿植、活性炭等吸味儿基本没效，安装新风系统
更靠谱。”

在儿童恶性肿瘤中，白血病占了三分之一。很
多家长看孩子得了白血病后就会方寸大乱，到处咨
询，抱着孩子全国跑。董秀娟强调，儿童白血病中，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发病率排在首位，90%以上的
患儿可以达到长生存，恢复高质量的正常生活，且各
种医保政策以及慈善项目、社会救济等途径可解决
大部分医药费。

装修污染会导致血液疾病？专家建议：

“晾晾”新房再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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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用药安全月宣传

按时按量用药是保障老
年人慢性病药物治疗效果的
重要环节。用药的时间长短
和剂量大小是医生根据患者
的病情来定的，药物的疗效
取决于它在血液中保持一定
时间的浓度水平，太低则达
不到疗效，太高则易发生毒
副作用。时断时续地服药，
漏服后擅自加服可能造成药
物在血液中浓度的大幅波
动，是不可取的。不要心急
治病，误认为剂量大些，病就
好得快些，而随意加大剂
量。也不要病情稍有好转，
就认为可以减量或停药。老
年人记忆力减退，可做一些
用药提醒或用药记录，或用
星期（分装）药盒放常用药以
防止漏服。

你知道老年人用药的“十要十忌”吗？（二）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老年人成为医疗和健
康关注的一个重要人群。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
各器官的生理功能逐渐衰
退，许多疾病（特别是慢性
病）的发生率上升，常有一
人多病、多药共用的情况，
导致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
几率增加。老年人用药在
选药、剂量、疗程、给药方
式、用药依从性等方面都
应给予特别关注。

亲属及看护人要经常关心
家里老年人的用药情况，特别是
对于记忆力或视力较差、独居或
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防止误
服、漏服、重服等现象的发生。
家人要帮助老人建立用药档案
和记录，督促老人按时按量用
药，观察老人用药后的反应和病
情的发展情况，定期整理老年人
的家庭药箱；同时也要提醒老年
人不要轻信社会上的各种非法
宣传和传销，不要道听途说以自
己的身体试用未经验证的秘方
偏方，经常为老年人讲解安全用
药常识。此外，关心也要科学适
当。不要随意为老年人购买各
种补药和补品，为补而补，盲目
滥补，有可能将孝心变成伤害。

家庭小药箱是常用药
的“家”，如果“小药箱”中
的药品存放不当，反而会
威胁健康，应该定期清
理。家庭药箱管理的核心
是有效期管理，防止误服
过期药品而影响疗效，建
议每3个月检查整理一次
家庭药箱，一定不要服用
过期和变质的药品。

老年人的家庭药箱配
备还要注意：药物的品种
和数量不宜过多，内服和
外用药分开，避光放在阴
凉干燥处，不要让儿童拿
到，最好建立药品档案。

老年人外出时，要常备一
些急救药品以防万一。老年
人在较长时间外出前，应做好
预防“意外”的充足准备，可以
带适量的晕车药、外伤药、感
冒药、防暑药、安眠药等。有
慢性病的老年人除带好常服
的药品外，还应备些特殊的急
救药品，如心脑血管病患者随
身带硝酸甘油含片，哮喘患者
随身带治疗哮喘的气雾剂，癫
痫患者随身带抗癫痫药，糖尿
病人带好糖果以备低血糖时
应急等。建议老年人外出时
最好随身携带一张“急救卡”，
注明姓名、住址、亲属电话、所
患疾病、急救药存放位置、使
用说明等。万一突发疾病，路
人可以根据急救卡上的信息，
实施紧急救助。

随着老年人生理机能渐
衰，药物在机体的吸收、分
布、代谢和排泄与年轻时不
同，且老年人用药品种多，时
间长，更容易发生药物不良
反应。建议老年人要定期到
医院随诊复查，及时发现问
题，进行用药调整。这样既
可保证药物治疗的效果，又
可防止严重不良反应的发
生。对于长期用药的老年慢
病患者，建议一般每3～6个
月可复查一次。不良反应是
药物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
要正确看待药物的不良反
应，请医生和药师帮助评价
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之间孰
轻孰重，以判断是否停药，不
要看到说明书中写的不良反
应多就认为药不好，拒绝用
药或自行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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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干涩奇痒无比

小心蠕形螨在你眼里“安家”

日前，中国海洋大
学、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与
上海绿谷研发的 GV-
971（甘露特钠胶囊，商
品名“九期一”）获批有条
件上市，用于治疗阿尔茨
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

新药上市的消息一
出，引起社会公众高度关
注。“这款药适用于哪个阶
段的患病者，是否能达到根
治？”“这款药何时可以买
到？”近日，就公众关注的热
点，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省
内有关专家。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汤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