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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检测胃癌
堪比熟练医生

英国：嗓子疼别开抗生素

英国近日发布新的医疗指导原

则，建议医生不要给嗓子疼的患者

开抗生素。

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优化研究

所与英格兰公共卫生局联合出台的

这份指导原则称，70%至95%的患者

由于病毒感染而嗓子疼，只需服用

对乙酰氨基酚类药物即可缓解症

状，但医生却给予六成病患抗生素

治疗。其实不接受任何治疗，嗓子疼

的症状一周左右也会消失。 新华

打鼾跟高血压关系密切

平时睡觉打呼噜，很多人觉得

很正常，不太当回事。云南省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徐鸥提

醒，打呼噜跟高血压关系密切，如果

愈发严重，就应引起警惕。

“打呼噜，也就是睡眠呼吸道梗

阻综合征，已成为国内继发性高血

压的首要发病原因。”徐鸥说，如果

经常打呼噜，且越来越严重，那么就

需要关注了。 新华

□记者 董昊骞

通讯员 李静静 医
学
前
沿

最近一段时间，济南的各大医

院堆满了感冒患者，四十多岁的老

刘也加入了这波“感冒大军”中。然

而，令他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

个“小小”的感冒，却诱发了暴发性

心肌炎，险些危及生命。山东省立

医院心内科冠心病监护病房(CCU)

主任、主任医师苑海涛教授提醒，在

感冒、腹泻等病毒感染后3周内出现

心慌、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水肿等

症状要小心。

皂

皂

日本一个研究团队开发出利用

人工智能分析内镜图像检测胃癌的

技术，将有助于胃癌的早期诊断和

及时治疗。

日本癌症研究会等机构研究人

员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分析了超过

1 . 2万份胃癌图像，使人工智能程序

能够分析图像发现胃癌病变征兆。此

后研究人员利用约2300份图像进行

验证发现，人工智能程序检测出77个
病变中的71个，检出率超过92%，已达

到熟练医生的水平，并且分析一份图

像平均用时仅0.02秒。 新华

做读者需要的健康服务

生物钟紊乱可能是
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前兆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在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表现出丧失记忆症状

很多年前，就可能已经出现生物钟

紊乱等前兆。这将有助于医生更早

发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

《美国医学会杂志·神经病学卷》上。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圣路易斯华盛

顿大学医学院神经学助理教授埃里

克·穆谢克说，研究对象们并非失

眠，而是睡眠断断续续，“夜里连续

睡8个小时和白天零星地打8个小时

盹是非常不同的”。 新华

儿童牙齿畸形 必须换牙之后才能矫正吗

专家问答

“小感冒”引发心衰 中年男子险丢命
专家提醒，感冒痊愈后1-3周出现胸闷气喘，一定要及时就诊

皂

妈妈产后抑郁
宝宝容易感到压力

美国俄勒冈大学一项研究显

示，妈妈如果出现产后抑郁症状，

宝宝容易感到压力，进而出现细胞

层面的变化。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母亲的抑

郁症状较严重，那么宝宝6个月和

12个月大时应对压力，皮质醇水平

变化较大，18个月大时端粒较短。

研究人员认为，婴儿期是一个

非常敏感的发育阶段，尤其对周围

环境，加强婴儿和母亲之间的亲子

关系有益宝宝健康。如果母亲出现

产后抑郁症状，应该积极寻求帮助

和科学治疗。

新华

皂

读者李女士咨询：孩子今年

9岁，牙齿畸形，考虑到他现在正

在换牙期，所以暂时没有矫正。

请问医生，矫正治疗必须在换牙

之后才能进行吗？矫正牙齿期间

需要注意什么？

济南市口腔医院正畸科副

主任医师刘萍解答：市民会有很

多矫正牙齿的误区。例如，有市

民认为，只有到12岁换完牙才能

矫正牙齿。这是错误的观点。

牙颌畸形其实是一种发育

畸形，最好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进

行预防和矫治。还有牙齿“地包

天”、小下巴、面部左右不对称、

严重的龅牙和严重的牙齿拥挤

不齐、面部肌功能异常，这些均

影响面部骨骼的正常发育和口

腔功能，越早矫正越好。

每次矫治加力后，患者两三

天内会感觉少许酸痛，这些轻微

的不适感一般人都能忍受且很快

会消失，属正畸治疗引起的机体

正常反应，无须担忧。至于饮食方

面，在矫治期间不可吃较硬的东

西和很粘的东西，其他基本都能

吃，一般矫治后都可正常饮食。

此外，还有人认为拔牙矫治

有害，也是不对的。

不少患者或患者的家属对

矫治常需拔牙不理解，担心矫治

中拔了牙会影响咀嚼，这种顾虑

是多余的。矫治拔牙是矫正一些

牙颌畸形必须采取的步骤，在重

新排列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定

的间隙来排齐拥挤错乱的牙齿，

以此改善面型。

还有些家长担忧，牙齿矫正

后会造成老来牙齿松动甚至牙

齿早脱，这个观点是不科学的。

牙齿矫正是通过轻的矫治力诱

导牙齿移动，是一种缓慢的生物

改建过程，被移动牙齿的一侧骨

吸收，另一侧骨新生重建，最终

使牙齿移动至正常位置。过程是

渐进的，牙齿是稳定的。正规的

正畸治疗不会对牙齿、牙周组织

产生创伤。因此，矫正牙齿应该根

据每一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听从专业牙科医生的建议，尽

早进行矫正。 记者 王丽 通

讯员 尹静 林鹏 采访整理

青壮年更易患上暴发性心肌炎

入冬以来，流感进入高发

期，不少人都中了招，在济南做

生意的南方人老刘就在其中。

2017年11月份，老刘得了流

感，经过治疗病情好转。然而，感

冒好转后1个多星期，他却突然

感觉呼吸困难、乏力，还经常性

心慌。害怕自己心脏出问题，老

刘赶紧到山东省立医院就诊。

“根据年龄和症状，我们首

先考虑他是患了冠心病。”山东

省立医院心内科CCU主任、主

任医师苑海涛教授说，为老刘做

了冠状动脉造影后排除了冠心

病引发的心衰，再次根据其病史

和血液检查等指标，医生们考虑

其患上了重症心肌炎合并心衰，

随后的治疗证实了医生们的判

断。按照抗病毒、营养心肌、激素

和免疫球蛋白等重症心肌炎的

治疗方法为其治疗半个多月后，

老刘转危为安了。

20多岁的小范是一名老师，

他同样因为胸闷、心悸和呼吸困

难被送到医院，医生也告知了暴

发性心肌炎的严重性，但是小范

及其家属都没有重视，没有很好

地配合治疗。最终，小范因暴发

性心肌炎不幸去世。

“心肌炎是指各种原因引起

的心肌的炎症性病变。”苑海涛主

任指出，多种因素如感染、物理和

化学因素均可引起心肌炎，所造

成的心肌损害的轻重程度差别很

大，临床表现各异。轻症患者无任

何症状，自己就可痊愈了。而重症

患者可发生心力衰竭、心源性休

克甚至猝死。大部分患者经治疗

可获得痊愈，有些患者在急性期

之后发展为扩张型心肌病改变，

可反复发生心力衰竭。

值得注意的是，心肌炎是一

种多发于青壮年的疾病，“青壮

年的抵抗力强，免疫系统对入侵

病毒的‘绞杀’更有力，但同时被

‘误杀’的正常心肌细胞也更多。

所以，相比老人、儿童，青壮年更

易患上暴发性心肌炎。”

感冒后注意休息
千万别硬撑
□记者 董昊骞

因为感冒易诱发心肌

炎，山东省立医院心内科

CCU主任、主任医师苑海涛

教授将预防分为了感冒期

间、感冒后和平时的预防。

感冒期

1 .要尽量多休息，最好

能卧床休息或静养。感冒、

腹泻时，机体机抗力相对较

弱，疲劳、熬夜会增加患病

毒性心肌炎的风险。临床上

发现，大部分病毒性心肌炎

患者都有过疲劳史。因而，

不要带病上班、带病上学；

2 .禁烟酒，忌熬夜；

3 .不要进行游泳、跑步

等高强度有氧活动。因为此

时患者机体抵抗力相对较

弱，不适宜进行高强度活动；

4 .多喝水，多吃维生素

C含量高的水果，如橘子、

番茄等；

5 .多吃富含氨基酸的

食物，如瘦肉、鸡蛋、鱼、大

豆等，以提高免疫力。

感冒后

若出现胸闷、心悸、乏

力，动不动就容易气喘等

症状，或者这次感冒的症

状与以往不大一样，就一

定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

院做必要的检查。

平时

要保证睡眠充足，劳

累容易使心脏负担加重、

心脏功能下降，病毒就会

“乘虚而入”。

病毒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但并不是说面对病毒性心肌炎

我们无计可施。苑海涛主任认

为，不要硬撑，及时就诊很重要。

病毒性心肌炎可发生于各个年

龄段，一年四季都有，但病毒活

跃期为秋冬季和冬春季，此时也

是感冒和秋季腹泻的高发期。他

提醒，患者很难判断自己感染的

到底是不是嗜心病毒，也不是所

有感冒的人都会患上病毒性心

肌炎，但有一点要重视的是，患

上病毒性感冒、病毒性胃肠炎等

病毒性疾病后，若出现胸闷、胸

痛、气急、心悸等症状，一定要重

视，必要时及时就诊。

正如及时就诊的老刘，最终

转危为安。且经过休养，因心衰

而变大的心脏还可以恢复到原

状，这也是暴发性心肌炎合并心

衰与冠心病等疾病合并心衰预

后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疾病

合并的心衰，心脏变大后都无法

恢复原来的大小了。”苑主任说。

感冒后胸痛气急一定要重视

相关链接

1

3

据苑主任介绍，很多因感冒

诱发暴发性心肌炎的患者都是

在上呼吸道感染或者腹泻后的1
-3周内患上该病的。

爆发性心肌炎早期症状不

典型，发病率虽然不高，但是病

情恶化快，早期即可出现急性

重度心衰，且常出现心源性休

克，如未得到诊断和治疗，病死

率约为70%。但是如果能够被

迅速发现并进行有效治疗，超

过90%的暴发性心肌炎患者会

完全康复，或只留有轻微的后

遗症。

“常见的病毒，比如，柯萨奇

病毒、埃可病毒都属于嗜心细

胞。”也就是说，这些病毒喜欢在

心脏“安营扎寨”，喜欢“攻击”心

脏。苑主任表示，病毒是自然界

常年存在的，很难避免，人体一

旦感染病毒，除了会出现感冒等

上呼吸道症状外，部分患者也会

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如腹痛、呕

吐、腹泻等。

不及时治疗病死率约为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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