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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患者缺乏有效治疗

伴随不可控制的癫痫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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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
第二大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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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癫痫患者能接种新冠疫
苗吗？

李其富：癫痫发作与疫苗接
种的关系目前有争议。一般情况
下，在癫痫得到控制半年及以上
不发作的，可按时接种疫苗。国
际抗癫痫联盟专家指出，虽然目
前尚无证据提示癫痫疾病将特异
性升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接
种后出现副作用的风险。因此，
癫痫疾病并非新冠疫苗的绝对禁
忌症。

问：癫痫病会遗传给亲人吗?
李其富：大量的遗传学研究

表明，癫痫的确是一种遗传性疾
病，癫痫病人的家属患癫痫的机
会比正常人群高四到七倍。而
且癫痫病人的近亲患癫痫的概
率更大。有人调查过，若父母一
方为原发性癫痫(找不到明显病
因的癫痫)，他们的子女患癫痫
的占 2.4%～4.5%。现实生活中
由遗传因素引发的癫痫发作只
占所有癫痫的一小部分，因此，
患者不必过分担心癫痫的遗传
因素。

问：哪些患者需要进行癫痫
的遗传学检查?

李其富：近年来，随着癫痫基

因检查技术的成熟及普及，越来
越多的癫痫患儿可以进行癫痫遗
传学方面的检查，明确病因诊
断。早发性癫痫、具有癫痫家族
史的患者、发育异常或倒退的患
者、药物难治性癫痫需要进行癫
痫基因的检查。

问：癫痫患者可以结婚吗?
李其富：适龄的癫痫病患者

在病情稳定时，如果男女双方同意，
是可以结婚的。但在择偶时要注意
避免近亲和“同病相怜”，因为原发
性癫痫与遗传有关，其有关的亲属
中有较多致病基因携带者，如果进
行近亲婚配，则其子女的发病率比
非近亲婚配者高，若父母双方都有
癫痫，子女得癫痫的机会大约是正
常人群的20倍。而目前尚无遗传
学检查方法可以预防子代发病。为
了减少子代的发病率，择偶时应尽
量避免。

癫痫患者开始怀孕后，发作次
数增加，通过肝脏代谢，胎儿组织和
胎盘易致抗癫痫药血清浓度降低，而
不能控制发作。抗癫痫药物胎儿致
畸发病率为2.2%～13.8%，常见的畸
形表现有腭裂、唇裂心脏异常等。因
此，在孕期需要选择对胎儿影响小的
抗癫痫药物，尤其是在怀孕的前3个
月，同时还需要补充叶酸，预防胎儿
神经管发育畸形。

（马珂整理）

癫痫半年不发作
可接种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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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发病率较高
超1/3患者未得到规范治疗

今年6月28日，是第十五个“国
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主题为“癫
痫关爱在社区”，旨在推进城市社区
癫痫防治管理。本期《大医精神》直
播旨在让更多人知道癫痫可以治，
以及如何规范治疗。

6月26日下午的直播中，李其
富表示，癫痫俗称“羊角风”或“羊癫
风”，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
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
种慢性疾病。打个比方，大脑好比
一个精密的计算机芯片，由成百上
千的微电路集合而成，各种原因导
致的电路异常，都可能诱发这些微
电路同步产生异常脉冲电流，而导
致机器故障。其中，婴幼儿及青少
年最常见的原因为先天发育异常、
产伤、感染及遗传因素。对于成年
人，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病、颅内
感染、老年痴呆等多种神经系统疾
患，以及严重的全身系统疾病，均可
以是癫痫的病因。

癫痫是神经科仅次于脑卒中的
第二大常见疾病，我国患病人数约
为900万，儿童和青少年发病率较
高。癫痫是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
和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然而它又
是可以控制发作甚至治愈的神经科
疾病。由于人们对癫痫病缺乏正确
认识，大多数癫痫患者得不到合理
有效的治疗。资料显示，我国约有
40.6%的癫痫患者未接受过抗癫痫
药物治疗，35.4%的患者未得到规范
的治疗。

■ 本报记者 马珂

充足的睡眠能让大脑和体内的脏器得
到休息和修复。因此，我们提倡良好的睡
眠习惯，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
副主任医师吉贞料建议——养生宜睡子午
觉。

在古代的养生之道中，“三寒、两倒、七分
饱”的理念最为世人称道，古人甚至把这称为
百年养生的三大法宝。所谓“两倒”，就是指要
睡好“子午觉”。子午觉就是每天子时和午时
按时入睡，子时是晚上11时至次日凌晨1时，
午时是中午11时至下午1时。

从中医“子午流注”理论来讲，子时胆经当
令，胆气生发起来，全身气血才能随之而起，而
养胆经的最好办法就是睡觉。“胆有多清，脑有
多清”，子时入眠，晨醒后头脑清晰、气色红润，
反之，则气色青白。子时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
时候，这个时候休息，最能养阴，睡眠效果最
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因熬夜错过了这
个时间的睡眠，肝胆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导致
面色发黄、皮肤粗糙、长色斑、生白发，肝胆功
能失调等症状。

人体的健康全靠有规律的“养”，“子午流
注”理论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子午觉”对人体
的重要性。人只有遵循人体经脉气血运行的
自然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方能使身体
达成和谐，进入健康佳境。

现代医学常识告诉我们，为保持正常体
力，成年人平均睡眠的时间为8小时左右。

午休以“小憩”为主，午时“合阳”时间则要
小寐，概15分钟-30分钟即可，即使不能够睡
觉，也应“入静”，使身体得以平衡过渡，提神醒
脑、补充精力。午休不宜过长，因为午睡时间
太长，会扰乱人体生物钟，影响晚上睡眠。在
前一晚睡眠时间充足的情况下，若午睡超过1
小时，人会进入深度睡眠，可能造成睡眠惰性，
似醒非醒，睡眠质量差，反而造成浑身无力，越
睡越累的状态。

为了确保好的睡眠质量，古人总结了许多
“睡方”。如“卧不覆首，眠不北向”“睡不张口，
卧不当风”“睡前不恼怒、不进食”等。总结睡
子午觉的注意事项如下：

1.肚子要保暖：天气再热也要在肚子上盖
一点东西。

2.不要在有穿堂风口的地方休息。
3.睡前最好不要吃太油腻的食物，因为这

样会增加血液的黏稠度，加重心血管病变。
4.注意睡眠姿势：午休哪怕是打个盹，姿势

应该是舒服地躺着，平卧或侧卧，最好的是头
高脚低、向右侧卧。避免坐着或趴在桌子上
睡，这会影响头部血液供应，让人醒后头昏、眼
花、乏力。

特殊人群的午休要注意的事项：
1.对于超重的人，饭后午睡易使肥胖加剧，

不妨改在午饭前睡20分钟～30分钟。对于低
血压的人而言，午睡时，血流速度缓慢，本身黏
稠度高的血液易在血管壁上形成血栓，诱发中
风危险。

2.低血压的人：午睡时间不宜长，最好以半
小时为宜。

3.血液循环系统有严重障碍，特别是因脑
血管疾病而经常头晕的人群，饱餐后不宜立即
午睡，因饱餐后皮肤、消化道的供血相对多，而
大脑的相对少，此时发生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大。所以建议在餐前或餐后半小时，喝杯白
开水再午睡，这种午睡能减少脑血管意外的
风险。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由海口市医疗保

障局主办的“逐梦自贸港 医保伴我行”医保政

策现场推介咨询活动在秀英区远大购物中心

举办。此次推介会，旨在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

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向社会各界更

好地推介和普及医保政策，让医保政策走到群

众身边去，更好地服务于群众。

现场活动宣传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现场

提供政策面对面咨询、爱心义诊以及免费赠送

防疫物资、礼品等。同时，现场组织乐队演出、

小丑互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通过“娱

乐+”的方式向现场的广大市民群众普及医保

政策，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宣传防止欺诈骗保、

医疗药品等医保相关政策。

据悉，海口市医保政策现场推介会咨询活

动从5月一直持续至7月共举办108场，覆盖

海口的21个街道、22个镇，在商场、公园、农

贸市场、居民社区、农村等与城乡居民群众面

对面，帮助参保居民更清晰、详细地了解医保

政策。

■ 本报记者 马珂

日常生活中发现癫痫发作的
患者，应该做哪些急救措施呢？

李其富表示，癫痫发作的时
候要迅速移开附近可能会造成患
者伤害的物品或搬离至安全地
带，家属一定要小心地把患者引
导到安全的地方，不要让患者伤
到自己或是摔倒。将病人调整为
侧躺姿势，这样有助于呼吸道内
的分泌物排出，避免呛到或者引
起吸入性肺炎；如果身体姿势无
法调整的话，请将病人的头部向
两侧偏转，并及时擦去分泌物。

同时，取下病人身上眼镜等
尖锐物品，松开病人的领带，解开
或脱掉紧身衣服，使病人可以顺
畅呼吸。

李其富提醒，遇到癫痫发作
患者，不要强行制止患者的抽搐，
也不要强行按动病人，以免引起
骨折、关节脱臼、患者肌肉撕裂；
不必急着做人工呼吸和胸外按
压，患者在大发作期间身体僵硬，
胸部僵硬，可能会呼吸暂停，出现
面色发青，嘴唇发紫缺氧的表现，
在数十秒后转为阵挛期（一下一
下抽动）的时候，呼吸会自然恢
复，你如果强行挤压的话，很可能
造成胸骨骨折。

另外，观察抽搐开始的时间
点，看抽搐持续了多少时间到意
识完全清醒总共多长时间。同时

轻轻呼唤患者的名字以确认是否
意识不清，仔细观察发作时的症
状并记录下。如果强直阵挛发作
超过5分钟，应及时送医院。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癫痫患
者会掐虎口、掐人中，或者担心患
者发作时，不小心咬舌头，往他们
嘴里塞东西，这种做法正确吗？

李其富表示，癫痫是神经元
异常放电导致的，脑神经元异常
放电不停止，就无法终止病人的
抽搐。掐人中不仅无法终止抽
搐，还有可能带来额外的伤害，比
如压伤等。癫痫时别往嘴里塞东
西。因为癫痫发作时强大的咬肌
闭合有可能导致患者会咬断塞入
的东西，而断裂物品容易引起窒
息。如果没有专业的急救人员在
场，请勿往患者嘴里放任何东西，
相对于可能出现的舌咬伤，窒息
的后果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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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发作如何急救？
不着急做心肺复苏 别往嘴里塞东西

睡好子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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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患了癫痫别放弃，规范诊
疗帮助您。”6月26日下午4
点，海南日报健康融媒工作室
推出《大医精讲》系列科普直播
栏目第十三期，邀请海南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医师、海南医学院第一临床学
院副院长李其富，在线科普癫
痫的诊断、急救和治疗，吸引了
数万人观看。

癫痫不是不治之症
约70%的患者可得到控制

癫痫多发于老人和儿童，老人
发病非常凶险，孩子发病又让很多
父母担心会伴随一生，那么癫痫是
不治之症吗？目前有哪些治疗方
法？服药需要多长时间？

李其富表示，癫痫不是不治之
症，经过正规的抗癫痫药物治疗，约
70%的患者其发作是可以得到控制
的，其中50%～60%的患者经2年～
5年的治疗可以痊愈。目前癫痫的
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生酮
饮食等。

一般来说，一年内发作两次以
上者，一经诊断明确，就应该用药。
首次发作或间隔一年以上发作一次
者，在告知抗癫痫药物可能产生的
不良反应和不治疗的后果的情况
下，可根据患者和家属的意愿，酌情
选择用或者不用抗癫痫药物。

用药控制的患者，还需要定期
去医院随访吗？

李其富表示，患者用药后需要
每月检测血尿常规，每季度检测肝
肾功能及检测血药浓度，持续半年
以上。

目前，治疗癫痫除了药物治疗
外，还可以采取迷走神经刺激术、重
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等外科手术治
疗。

晕厥、低血糖等易与癫痫混淆
诊断可做脑电图和核磁共振

有哪些情况可能与癫痫发作相
混淆呢？

李其富说，晕厥和低血糖等疾
病容易与癫痫混淆，需要看医生进
行专业检查和评估诊断。首先是晕
厥，相比癫痫发作，晕厥多有明显的
诱因，引起的意识障碍可迅速恢复，
通常不伴有发作后意识模糊等特
点，偶有四肢强直阵挛发作，但持续
时间短，强度弱。

其次，癔症样发作。通常有精
神诱因，表现出闭眼哭叫，手足乱
动，过度换气等表现，通常持续数小
时，需要安慰及暗示方能缓解。

第三，低血糖发作。当血糖低
于2mmol/L时可产生局部癫痫样
抽动或四肢强直发作，伴有意识障
碍，既往有胰岛β细胞瘤或长期服用
降糖药物的患者需要注意。

患者自己是否可以判断患癫痫，
是不是还要到医院去做相关检查？

李其富表示，通常来说，患者自
己不能判断是否患癫痫，因为癫痫
发作时患者可能有意识障碍。对于
癫痫的诊断，脑电图是最主要的辅
助检查，为了进一步提高记录到脑
电图的阳性率，医生还会采用过度
换气、闪光刺激等方法。目前24小
时长程脑电监测和视频脑电图使发
现癫痫放电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
除此之外，影像学检查也必不可少，
CT和MRI都可以对癫痫病因诊断
和分类起到帮助，其中MRI较敏感，
能清楚显示冠状位和海马病变。

四肢抽搐、口吐白沫最常见
意识障碍呆视也要注意

在影视剧中，有人四肢抽搐、眼
白上翻、口吐涎沫……原来，这是癫
痫发作了。那么，如何判断到底是
否患了癫痫？

李其富表示，明显的四肢抽搐、
双眼上翻、牙关紧闭在医学上称为
癫痫全面强直阵挛发作，是属于癫
痫全面发作的类型，但是癫痫其实
还有局灶性发作和一些特殊类型并
不为大众所熟知。而表现为发呆、
不动、行为异常、情感或精神异常，
也有些病人表现为腹痛、头痛、呕吐
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状。目前大
众对癫痫的认知主要在肢体抽搐的
表现上，但其实癫痫还有许多其他
发病类型，当观察到下面情况时也
请及时就医。

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出现突然
发生动作中止，凝视，叫之不应，
可有眨眼，但基本不伴有或伴有
轻微的运动症状，结束也突然，通
常持续 5 秒-10 秒。这种情况我
们考虑为失神发作，属于癫痫的
一种类型。

有的患者，突然出现意识障碍，
双眼呆视，有时出现一些无意识的
动作，比如反复咂嘴、咀嚼样的动
作，或者吞咽动作，反复搓手、脱衣
穿衣、解衣扣，或者无目的地自言自
语、游走等，这些可能是癫痫复杂部
分发作的表现，也是成人癫痫最常
见的类型。

总之，当身体出现以上异常时，
应及时就医，避免耽误治疗。

健康海南行动李其富：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教授、
主任医师，海南医学院第一
临床学院副院长，擅长脑血
管病、癫痫、头痛等相关疾
病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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