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提问：孩子肠道隔
三岔五闹脾气，吃药怕有副
作用，用点什么益生菌好呢？

出场专家：常州市儿童
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主管
药师朱映瑶

专家解答：世卫组织定
义，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当
摄入足够数量时，能对宿主
发挥有益健康的作用。

人体肠道中有三大“菌”
团：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
巨大的肠腔表面就像早高峰
的地铁，益生菌的首要任务，
就是和有害菌“争座位”，也就
是小肠上皮的位点；其次，益
生菌能分解食物中的乳糖和
葡萄糖，产生乳酸和醋酸，从
而降低肠道PH值，偏爱碱性
环境的有害菌就被消除了。
所以，益生菌能改善肠内微环
境，使肠内有毒有害物质加速
排出，改善腹泻、便秘、腹胀等
肠道症状。

在肠道益生菌的家族成
员里，最具代表性的菌株是
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腹泻
和便秘，益生菌的选择不一
样。另外，儿童的胃肠道和
成人还有差别，目前针对急
性肠胃炎引起的腹泻、便秘

以及婴儿肠绞痛，罗伊氏乳
杆菌是非常好的选择；其次
就是鼠李糖乳杆菌LGG，临
床研究对于儿童的胀气和腹
泻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选择和使用益生菌时要
注意添加剂，如果含有菊粉、
甘露聚糖等，则不适合婴幼
儿使用，也不要选择含有蔗
糖葡萄糖的，这样会增加孩
子蛀牙风险；服用时水温不
宜超过40℃，一般建议与食
物同服或饭后半小时左右服
用；应避免与抗生素同时服
用，以免影响疗效。若需同
时应用，最好间隔2-3小时
以上。此外，不宜与黄连素、
活性炭、蒙脱石这些药物同
时服用。

需要注意的是，益生菌
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量才能
发挥作用，但在没有肠道菌
群紊乱的情况下长期服用益
生菌，对健康并没有明显帮
助，而且产品中含有的辅料
还可能对健康产生危害。肠
道问题缓解后，通过合理的
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肠道
菌群多可正常生长并维持正
常功能。因此，吃不吃益生
菌要看肠道需不需要。

本报讯 近日，市二院神经
内科收治了一位四肢乏力进展加
重的特殊患者，医护团队通过多
学科合作，详细研究了患者的发
病历程、检查指标，以及零散的各
项线索，如同刑侦破案一般诊断
病情，终于发现患者和弟弟竟然
得的是家族性的罕见疾病。而这
一疾病，几乎影响着人体的全部
系统。

今年60岁的徐阿姨5年前就
出现了抬头困难、四肢无力的症
状，觉得可能年纪大了，干活容易
劳累，日子也就这样一天一天过
去了。可是近半年来，徐阿姨的
症状越来越严重，头部无法直起，
双手抓握无力，走路也不稳当，面
容变形，眼睛也模糊起来，还老是
心闷心慌，在当地医院骨科、心内
科、眼科、内分泌科转了一大圈，
都查不出个结果，最终找到市二
院神经内科。

“从患者的体征上看，她除了
四肢肌容积小、肌力低，还有面部
肌肉萎缩到刀削样面容而形成的

‘斧状脸’，颈消瘦而稍前屈状的
‘鹅颈’以及用力握拳后松开困难、

叩诊后出现肌球的现象，同时合并
白内障，心脏传导阻滞，认知功能
减退，肝血管瘤，以上临床症状和
体征均指向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市二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贾莎莎
介绍。

在四肢肌电图检查中，徐阿姨
所检的部位出现了肌强直放电的
情况，这是病理性的持续肌纤维异
常放电的提示。当针尖插入或移
动时，受累肌肉出现连续高频强直
波逐渐衰减，肌电图扬声器会发出
一种类似轰炸机俯冲样声音，这也
是强直性肌病的特征性电位，常见
于先天性肌强直。

“在我们神经内科、肌电图、影
像科、病理科、实验室基因测序多
学科团队合作下，从肌电图的结果
以及基因检测、血清肌酶谱检测等
检查报告来看，验证了我们的预
想，患者所患的就是强直性肌营养
不良。”贾莎莎解释，强直性肌营养
不良在临床上属于比较罕见的常
染色显性遗传的累及多系统的肌
肉遗传疾病，其发病率为 12/
100000，后代中有50%会患病。

该疾病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
除肌强直、肌无力和肌萎缩最常见
外，还伴有其他多系统损害，包括
秃顶、白内障、糖尿病、心律失常、

智力下降和性功能障碍等伴随症
状。由于个体临床表现和症状轻
重程度极大差异，给临床诊断带来
了一定的难度，部分患者在早期往
往会辗转于眼科、内分泌科、心内
科等相关科室就诊，也有部分患者
甚至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仅在详
细查体时才被发现异常。

确诊后的徐阿姨想到了自己
56岁的弟弟，也是出现了近4年的
四肢无力病症，双手不灵活，平常
筷子都握不稳，无法撕开包装纸，
吃第一口饭时嘴都张不开。他在
40岁时就开始掉头发，面肌萎缩
呈“斧状脸”。在医院接受了完善
的检查过后，同样被确诊为强直性
肌营养不良。

贾莎莎提醒，强直性肌营养不
良病情起病隐匿、进展缓慢，症状
轻的患者可以长期生活自理，多数
不影响其生存寿命；部分重型患
者，早期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疾
病后期由于心肺等并发症，可能会
丧失工作生活能力，继发肺部感染
及营养障碍导致死亡。因此，在充
分认识疾病临床特征的前提下，要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尤其是有生
育要求的需进行遗传咨询，做好早
预防、早诊断，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促进健康提升。

本报讯 6 月 28日，市
妇保院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
谢信，这封信来自常州市钟
楼区天爱儿童康复中心，感
谢吴虹桥主任及党员志愿者
服务队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
奉献。

自 2012 年市妇保院与
“常州市天爱儿童康复中心”
结对联合建立自闭症患儿康
复示范基地，每年定期为“星
星的孩子”提供体检、康复治
疗服务，为家长提供心理辅

导、干预，鼓励他们坚定信
念、积极行动，用社会力量共
同帮助孩子快乐成长。

点滴行动，贵在坚持，感
谢信中字里行间饱含情义。
十年来，市妇保院的医务人
员一直热心公益事业，坚守
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与温
暖，践行白衣天使为人民服
务的热忱与初心。

“想帮助力所能及的人，
给他们一点光和热。”这是吴
虹桥的公益初衷，从教学用品
到生活用品，从天爱公益项目
到腾讯公益项目，在系列公益
活动中奉献妇幼力量。

本报讯 “感谢医生伯伯，我
又可以回到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
起玩了。”在市一院神经外科门诊，
4岁的小昕昕脸上露出微笑。“昕昕
现在是个真正的机械战士，很勇
敢，可以打败藏在你身体里的敌
人！”市一院神经外科官卫主任医
师鼓励道。

小昕昕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但在2岁多时，家人发现他出现一
些奇特的表现，经常突然低头、抬
胳膊，没有原因地突然摔倒……一
开始，家人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倒地，并浑身抽搐，这才意
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家人赶紧带
他到当地医院就诊，行相关检查后
发现，小昕昕的脑袋里有好多大大
小小的“石头”。辗转多家医院，做
了不少检查，最终得出诊断——结
节性硬化症。

官卫介绍，结节性硬化症是
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神经
皮肤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病，大
约每 6000—10000 名新生儿中
有1人患病。结节性硬化症多由
TSC1或TSC2基因缺陷导致，主
要表现为癫痫、智力障碍、皮肤
白斑和面部血管纤维瘤。此病
无法根治，需要通过药物、手术
等综合治疗。

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有药物
进行控制，小昕昕的癫痫症状还是
越来越严重，每天都会发作十几
次，这让原本幸福的家庭蒙上了厚
厚的阴影。去年年初，家长慕名找

到市一院儿科癫痫病专家杨文主
任医师，经详细诊断和细致调整用
药，昕昕全身抽搐、意识丧失的症
状一度好转，点头、抬胳膊动作也
明显减少。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
的随访中，杨文发现小昕昕的病情
又开始反复，无论如何调整用药都
无法控制。频繁的发作，严重影响
孩子生长发育及正常的生活，家长
再次变得愁眉苦脸。

“药物已经无法控制，不知道
外科有没有办法？”杨文立即邀请
神经外科功能病房官卫主任医师
会诊，经视频脑电图、多模态神经
影像学等影像检查，结合癫痫临床
发作症状进行全方位的评估病情
后，官卫决定尝试手术治疗。

“孩子属于癫痫全面性痉挛发
作，脑部十余个结节病灶中，罪魁
祸首在功能区，但如果进行切除性
手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神经功能
障碍，我们可以尝试开展神经调控
手术——迷走神经刺激术。”官卫

介绍，“这是种微创手术，与传统的
开颅癫痫病灶切除术不同，医生将
一个螺旋形的电极缠绕在患者左
侧颈部迷走神经表面，然后将一个
电刺激脉冲发生器埋在胸前的皮
肤下面，最后将二者用导线连接起
来。术后，医生可以通过调节刺激
脉冲发生器的输出参数，达到控制
癫痫的目的。”

手术非常顺利，一周后医生
进行开机刺激。“很神奇，开机治
疗后两三天，孩子的癫痫发作次
数就明显减少了一半，一周后发
作完全停止，到现在一次也没有
发过。”近日，术后8个月左右，爸
爸带着小昕昕来到官卫门诊复查
时激动地说。

据悉，迷走神经刺激术是继脑
起搏器植入术治疗帕金森病、脊髓
电刺激治疗冻结步态、植物人促醒
后，市一院神经外科功能组新开展
的又一项神经调控技术，这也是常
州市首例癫痫神经调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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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病心病糖尿病统统找上门

姐弟二人肌萎缩肌无力，一查竟是家族罕见病

如何安全合理地使用益生菌？

■李青 肖云

市一院开展全市首例癫痫神经调控手术
■陈荣春 刘华联

一封感谢信的背后
是妇幼人坚守公益的初心
■汤怡晨 妇幼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