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喝茶多
致类风湿关节炎

许多人认为喝茶有益健康!不
过!美国研究人员最近研究发现!女
性喝茶越多! 患类风湿关节炎的风
险越大" 与没有喝茶习惯的人相比!

每天喝茶!杯以上的女性!患此病的
风险会增加"#$"

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的研
究人员对"%&&&位女性进行了研究!

她们的年龄介于'&#"(岁" 研究发
现!女性只要有喝茶习惯!不管饮茶
量多少! 患这种病的概率要比完全
不喝茶的人多!&$!喝咖啡的人则不
受影响"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的自
体免疫疾病" 据统计!英国每年的类
风湿关节炎患者人数有)'万! 女性
患者居多!是男性患者的)倍!患者
年龄一般为!&$%&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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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巧克力
更易得诺奖？

诺贝尔奖激战正酣之际! 美国
一项最新研究称! 人均巧克力消费
量越高的国家!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
诺贝尔奖得主人数就越多"

这项刊发在网络版 &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巧克力中富
含一种叫黄烷醇的物质! 能够减缓
与年龄相关的大脑衰老! 甚至有增
强脑部活动能力的效果%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 美国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朗兹)梅瑟利
表示! 通过对比来自+)个国家的主
要巧克力生产商的数据后发现!一
个国家的人均巧克力消费量与每千
万人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呈正
比关系" 基于去年数据的分析显示!

按人口比例! 瑞士的巧克力消费量
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均最多" 美
国这两项的排名居中"

尽管研究结果刊登在权威医学
刊物上! 但仍有不少学者对这项研究
提出质疑"有研究人员评论说!巧克力
消费量可能的确与诺贝尔奖获奖比率
有关!但这种关联没有任何意义"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
一( 美国物理学家埃里克*康奈尔
说+,巧克力消费量与国家的富裕程
度相关! 而高质量的科研也与国家
的富裕程度相关% 因此巧克力会与
科研相关! 但是其中并不存在因果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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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症- 这个名字给患
者带来困扰!有不少患者家属感到
自卑!不愿意对外人提起!舆论纷
纷呼吁为老年痴呆症更名% 日前!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老年痴呆
症规范名称是,阿尔茨海默病-!但
由于这个名字相对专业!普及推广
还需要一个过渡% 目前国内已有专
业机构启动了申请更名工作%

,老年痴呆症- 的专业名称叫
阿尔茨海默病! 临床表现为失忆(

失智!并伴有精神病症状和行为障
碍% 现实中!由于这个名称过于专
业并且十分拗口!大多数人都称其
为老年痴呆症% 所谓痴呆!形同呆
子(傻子!不难想象!这种翻译对那
些病患者来说! 显然很不人性!也

欠缺人文关怀!毕竟谁也不愿意被
别人称为,痴呆-% 因而!有不少老
年痴呆患者因羞于提及(自卑心理
而回避治疗!导致病情加重% 以此
而言!为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老
年痴呆-正名!体现了社会对这一
群体的尊重%

近年来!社会上一直有呼声呼
吁给老年痴呆症更名%今年(月!央
视联合多家媒体!呼吁消除社会歧
视!为,老年痴呆-正名%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
示! 对包括医学名词在内的科学技
术名词的审定和公布! 我国有严格
的管理程序%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
定委员会是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
进行科技名词审定和公布的权威机

构% 经这个机构公布的科技名词具
有权威性和约束力% 其中医学名词
的审定和公布! 由设在中华医学会
的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后!报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审定和公布% *(('年审定公布
的神经病学医学名词表中没有,老
年痴呆症-这个名词!有,阿尔茨海
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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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教了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
家!他说0曾称1的意思是!以前有
这个名词!规范化后的名字是0阿
尔茨海默病1! 但是要规范使用还
需要一个过渡! 需要更大的范围(

更多的人来规范使用医学名词!还
需要做大量的科学普及工作% -邓
海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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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现在世界上有+!&&万
痴呆患者% 在我国!老年痴呆症的
患病人数达'&&多万! 而且每年还
有)&万的新发病例%

据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老年记忆障碍门诊主治医师吴宜
娟介绍!在各种可以引起老年痴呆
的疾病中!阿尔茨海默病是排在第
一位的原因!比例达到%&$% 这种
病多见于%'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
年龄的增加!其发病率也会越来越
高% "'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为
#,+%$!#&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则
达到了**,!$!,也就是说!在#&岁
以上的老人中!几乎每*&个人中就
有一个老年痴呆患者!这个发病率
是相当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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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
会痴呆学组副组长王延平介绍!老
年性痴呆是一种由于脑细胞受损害
而导致的慢性( 进行性脑部障碍性
疾病%主要表现为记忆力(日常生活
能力等方面的障碍! 并呈进行性加
重! 直到最后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在她接诊的老年性痴呆患者中!

约有一半是独居的,空巢老人-%,虽
然老年性痴呆的确切病因还未明
确!但空巢老人孤独(空虚!缺乏可
以交流的对象!大脑活动能力逐渐
下降!所以可能会比其他老人更容
易患老年性痴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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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痴呆症发病来势汹汹
相比! 治疗上的困局更让临床医生
感到忧虑%,最大的问题是公众对这
种疾病认知的严重缺乏%-吴宜娟表
示! 在他们门诊收治的老年痴呆症
初诊病人中! 能早期前来就诊的寥
寥无几!都是出现了很严重的症状!

例如不认得家里人(外出后迷路!甚
至不会穿衣吃饭了才来看病%

据吴宜娟介绍! 老年痴呆症
的早期发现非常重要! 这些症状
包括老人记忆力的障碍! 尤其是
近的事情很容易忘记2 经常发生
丢三落四的情况! 例如煮饭忘记
放米(出门忘记关火!手里拿着钥
匙却到处找等2严重一点的会出现
说不出今天是几月几日!叫不出家
人的名字",这些线索很多!但能够
被家人或者患者自己意识到有问
题的却很少!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人老了! 出现上述的现象很正常!

不就是记性差点嘛!根本不会联想
到这是疾病的信号"-有统计表明!

我国早期就诊的老年痴呆症病例
只有*!$"

不仅如此! 很多中国老人对
,老年痴呆症-这一诊断非常抗拒!

,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得了这样的
病!而且把这种病与精神病混为一
谈" -正是为了照顾患者们的这种
情绪!广州不少医院的老年痴呆症
专科如今都改名为,阿尔茨海默病
门诊-或,老年记忆障碍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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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性痴呆尚难以预防的
今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
对抗老年性痴呆最好的办法"专家
指出!接受规范的治疗可以使老年
性痴呆症患者的症状得到有效控
制!虽然还是无法治愈该病!但可
以延迟他们行为异常(丧失生活能
力的时间"

吴宜娟说!有医学研究人员做
过这样的对比!把老年痴呆症患者
分为两组! 一组接受规范的治疗!

另一组不接受任何治疗!一年后同
时让这两组老人接受一个满分为
)&分的量表测试" 结果发现!接受
治疗组老人的得分只下降*$+分!

而没有接受治疗的老人!则下降了
!$%分!也就是说疾病的进展会快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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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血压
一日之计在于晨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慢性
病!也是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
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等疾病最主
要的危险因素"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老年内科刘梅林介绍说!清晨是全天
!"小时内血压波动最大的时段!高血
压患者清晨发生脑卒中的危险是其
他时段的#倍!这时血压的升高也将
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和左室肥厚的风
险!关注清晨高血压和有效管理清晨
血压意义重大"

刘梅林说!关于清晨血压治疗的
最佳途径!!$%%新版中国高血压指南
推荐尽可能使用一天一次而有持续
&"小时降压作用的长效药物!以有效
控制夜间血压与晨峰血压!更有效预
防心脑血管并发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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