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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加重!正常生活一步步遭受侵蚀

年过六旬的张大爷两三年前开始出现

记忆力下降!当时没有意识到是病了"但是

从去年开始! 他出现遗忘的情况越来越严

重#$$ 烧水时把水壶烧干%刚刚说过的话

一会儿就忘记!不停地重复%刚刚摆放的东

西一会儿就忘记放在哪里了& 更让家人担

心的是!他还出现了不肯与人多接触!敏感

多疑'固执!有时还会莫名地自我否定'觉

得自己没用"家人提醒他忘记的事情时!张

大爷不承认是自己忘了! 甚至觉得是家人

在欺负他"

同样是年过六旬! 李大妈出现健忘大

概有三四年时间了" 家人原本以为是正常

的记忆力下降!可没有想到!此后老人的遗

忘情况愈加严重" 渐渐地! 她对以前的同

事'朋友都不认识'不记得了!只认识周围

少数几个人"而对于生活常用品!老人也开

始不认识了! 说不出名字! 不知道怎么使

用" 她去稍远的地方也开始需要家人的陪

伴"除了记忆力下降!老人的反应和理解力

也逐渐变差!甚至不能看懂电视剧情节"

明确"警戒信号#!为老人拉好防线

神经内科专家王铭维教授分析!以上

两位老人是比较典型的老年性痴呆患者!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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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部分脑区的萎缩! 需要及时到

医院诊治!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有效的

药物治疗和家庭护理!(老年性痴呆的诊断

结果让家人很是懊悔! 懊悔刚开始出现症

状时!没及时就诊& )

王铭维提醒! 由于老年性痴呆的发病

过程较长!早期症状不明显!所以很容易被

忽视!当症状明显时再来就诊!往往已经错

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 建议当出现下列情

况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记忆力逐渐下降!顾前忘后!尤其是对

近期发生的事经常遗忘"

处理熟悉的事情出现困难!如骑车#做

饭!使用常用的工具#家电等"

语言表达出现困难! 说话重复嗦!

杂乱无章!答非所问"

对时间#地点及人物逐渐感到混淆!

如不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日!出了门找不

到家!不认识周围的人!常把东西乱放

在不适当的地方"

判断力# 理解力下降或合理安排

事物的能力下降!分不清主要次要"

性格出现转变!情绪不稳定!多表

现为自私#主观!或急躁易怒!不理智!

或敏感多疑!失去做事的主动性!对周

围的事情不感兴趣"

行为较以前显得异常! 如不分昼

夜!不知冷暖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

认知功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 即正常

老龄的认知能力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呈下降

趋势!但是没有病理过程!这种因为健康老

化所致的认知改变是微小缓慢的! 而且不

影响日常生活功能*例如丢三落四!但是自

己知道忘了%到嘴边的话忘了!但是自己知

道忘了& 当认知功能下降发展到一定的病

理状态下! 但严重程度又未达到痴呆的程

度时!即被诊为轻度认知障碍!是介于正常

老龄和痴呆的过渡阶段! 是老年性痴呆发

生的危险因素&

哪些人群是老年性痴呆的高危人群$

据王铭维介绍!需要指出的是!老年性

痴呆不同于老年期痴呆! 后者泛指各种以

认知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老年疾病!可

由多种原因引起!比如血管性痴呆'代谢障

碍性痴呆'帕金森病痴呆'额颞叶痴呆等!

而老年性痴呆仅是其中的一种! 是以大脑

皮层萎缩!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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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样蛋白沉积'神经

元纤维缠结等有特征性病理改变的原发性

退行性疾病&

老年性痴呆主要表现为日益

严重的记忆障碍'失语'失用'

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

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

变等精神症状!日常生活能

力逐渐下降! 从起初的做

事情丢三落四! 不认识周

围的路!理解不了别人的

话! 发展到不认识配偶'

子女!穿衣'吃饭'大小便

不能自理! 而且没有病识

感!严重影响自己的工作'

生活及社交! 并给家人带

来无尽的痛苦和

烦恼&

其高危人群主要有%

高龄者$ 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随年龄

的增高而增高&

有家族史者$ 家属成员中若有患同样

疾病者!发病的机会增加&

头部受过外伤者$

患有其他躯体疾病者$ 如癫痫'甲状腺

功能减退'免疫系统疾病&

具有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者$ 如没有

兴趣!不喜欢社交活动!不用脑!丧偶'独居

等&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可以加速老年性痴呆的发生!这包括*饮食

不当!摄入过多的盐分及动物脂肪%缺乏运

动!老年人尤其是手部的运动减少%用脑减

少! 缺乏思考! 对事物的兴趣及好奇心下

降!热情减低%性格内向!郁郁寡欢!喜欢独

处!与人交流交往减少!人际关系下降!悲

观失落等等&

老年性痴呆患者需要哪些方面的家庭

护理$

老年性痴呆患者需要哪些方面的家庭

护理+家人进行照顾时应注意哪些细节+对

此!王铭维表示!老年性痴呆患者的家

庭护理是重要的环节!重点是

预防和保护! 主要包括

其日常的衣'食 '住 '

行和对其情感的护

理!并尽量做到耐

心与细心###

衣着 %首先

要 注 意 厚 薄 适

度 ! 根据冷暖选

择 ! 尽量简单 '宽

松!最好不要穿紧身

衣! 以方便更换和行

动 !材质选柔软 '透气

性好的& 还可在其衣物

上标明姓名'地

址与家人的联系电话!如走失时可为送返

人员提供帮助&

饮食%选择容易消化'容易吞咽的食

物! 避免难以咀嚼如坚硬和粘滞的食物!

注意营养的粗细搭配! 干稀适合& 患者使

用的餐具要避免尖刀尖叉或易碎的陶瓷制

品 ! 以免伤着自己 & 患者进食时注意观

察! 若其有痛苦的表情! 可能是发生食物

梗阻! 要及时帮其取出! 必要时去医院就

诊&

居住% 居室的设施尽量简单! 保持固

定的位置! 光线温度要适宜! 去除门槛等

障碍物! 地面要防滑% 床尽量有护栏% 家

中的热水瓶' 电插板' 刀' 剪' 玻璃器皿

及药品' 杀虫剂' 火源等要置于隐蔽或其

不易拿取处&

出行% 一定要有家人陪护才可外出!

但要注意防暑保暖! 时间不要太长&

此外! 也不可忽视情感护理& 对患者

的各种怪异行为或情绪一定要理解! 切忌

表现出急躁和不耐烦% 多鼓励患者用脑!

可以同其一起玩简单的游戏! 回忆之前老

人喜欢的电影等! 帮助其记忆&

预防需要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

谈到对于该病的预防措施! 王铭维建

议! 要从年轻时做起! 从日常生活中的一

点一滴做起*

首先是饮食习惯 ! 除了营养合理搭

配! 要尽量减少糖' 盐和油脂的摄入! 常

吃富含胆碱的食物! 常吃富含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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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 每餐都不要吃过饱! 七八分饱最

好& 进食避免过快! 要多咀嚼! 通过大脑

血流量的增加来养护脑细胞&

不要吸烟' 嗜酒! 尤其是烈性酒& 吸

烟
;<

年以上的人患老年痴呆的几率要远

远大于从不吸烟的人! 经常饮酒的人要高

出从不饮酒的人&

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促进全身血液循

环! 尤其是多活动手指! 如在手中转动健

身球! 练习双手空抓' 弹奏乐器' 练习书

法等! 可以给脑细胞以直接的刺激&

最后! 关键是要勤于用脑! 大脑同样

会 (用进废退 )! 多进行一些脑力活动 !

如看书读报' 下棋玩牌% 多与他人

交流! 谈天说地! 积极了解

与接受新事物! 保持对事

物的好奇心 ! 培养乐

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

开阔的心胸 ' 开朗

的 性 格 ! 远 离 痴

呆&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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