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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欧洲呼吸学会和美国胸科学会最新指南，应考虑对成
人重症哮喘患者利用痰嗜酸性粒细胞计数识别哮喘表型 (Eur 
Respir J 2014 Feb 1;43:343)。 

2. PLoS 一杂志一项观察性研究，比较男性服用磷酸二酯酶 5
抑制剂或睾丸激素对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结果发现，睾丸
激素的使用，在以下人群增加心肌梗死（MI ) 风险 : 大于 65 岁
有心肌梗死病史的男性，小于 65 岁有心肌梗死病史的男性与
大于 65 岁无心肌梗死病史的男性 (PLos One 2014 Jan 29; 
9:e85805)。

3. 在循环杂志网站上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与
衰老有关的体征是否与缺血性心脏疾病，心肌梗死和死亡的风险
相关。在调整了年龄和其他临床危险因素后，他们发现 , 除了头
发花白外 , 额顶区秃顶，耳垂皱折和黄色瘤，均与缺血性心脏疾
病，心肌梗死和死亡的风险相关 (Circulation 2013 Dec 13; 
(e-pub ahead of print))。
         
4. 儿科传染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 , 抗生素治疗儿童非重症社区
获得性肺炎的疗程最短不少于 5 天 (Pediatric infect Dis J)。

5. 2014 年 2 月风湿性疾病杂志一项研究，评估使用低剂量
阿司匹林和痛风发作之间的关联。与没有使用阿司匹林相比，
服 用 阿 司 匹 林， 与 痛 风 复 发 有 关 (Ann Rheum Dis 2014 
Feb;73:385)。

6. 2013 年 10 月 3 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项前瞻性研究发
现 , 重症监护病房病人谵妄持续时间较长，在神经精神测试性能
得分则明显下降 (N Engl J Med 2013 Oct 3; 369: 1306)。

7. 美国医学会期刊内科医学网站分析了乳腺摄影筛查乳腺癌的
益处和风险。估计在 1000 名接受乳腺癌筛查年检十年 50 岁
的女性，将有 500-700 名女性有大于一次的假阳性结果 (Ann 
Intern Med 2013 Dec 31; (e-pub ahead of print))。

8. 2014 年 1 月 15 日 JAMA 的一项研究比较了 4 项随访根
治性治疗后大肠癌的检查策略。结果强烈支持在标准癌胚抗原
检查基础上增加在 12-18 个月时的 CT (JAMA 2014 Jan 15; 
311:263)。

9. 在 2014 年 2 月急诊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追踪在急诊室治疗
的撕裂伤患者。患者有躯干或四肢裂伤，裂伤长度大于 5 厘米，
糖尿病 , 其感染风险患者有增加 (Emerg Med J 2014 Feb; 
31:96)。

10. 2 月 19 日 JAMA 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 在心房纤颤患者 ,
射频消融治疗与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相比 , 心房扑动风险较低 
(JAMA 2014 Feb 19;311:692)。

11. 在三月号麻醉杂志的杂志上，研究者评估了非心脏手术后
心肌损伤的发病率和临床意义 , 并确定肌钙蛋白 T 水平大于或
等于 0.03 纳克 / 毫升可作为 30 天死亡率的预测因子。不到
半数肌钙蛋白达到该指标患者有心肌缺血症状或心电图变化 
(Anesthesiology 2014 Mar; 120:564)。

12. 在柳叶刀杂志网站上的一项研究中 , 研究人员评估了童年癌
症幸存者 , 内分泌失调达的风险。结果显示 , 腺垂体功能减退 , 
甲状腺功能减退及性腺功能减退较为常见 (Lancet 2014 Feb 
18; (e-pub ahead of print))。

13. 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站的报告 , 产后第一次血栓事件的
风险 , 在产后 3 个月内都较高 (N Engl J Med 2014 Feb 13; 
(e-pub ahead of print))。

14. 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研究表明 , 致命或非致
命性的心肌梗死或中风的风险 , 在配偶或同居伴侣去世后的 3 个
月内升高 (JAMA Intern Med 2014 Feb 24; (e-pub ahead 
of print))。

15. 血液杂志网站上一项研究发现 , 当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症患
者再次暴露肝素时 , 手术患者比非手术患者患肝素诱导血小板
减少症的风险较高 (Blood 2014 Feb 10; (e-pub ahead of 
print))。

16. 英国医学杂志的网站上一项前瞻性研究 , 评估了严重的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呼吸困难患者服用苯二氮和阿片类药物的安全。结
果发现 , 高剂量的阿片类药物或者苯二氮均增加死亡风险 (BMJ 
2014 Jan 30; 348:g445)。

17. 三月过敏和临床免疫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食品添加剂
不是慢性特发性荨麻疹的常见原因 (J Allergy Clin Immunol 
Pract 2014 Mar; 2: 168)。

18. 柳叶刀杂志网站上一项国际研究 , 比较了确诊输卵管妊娠的
妇女 , 用输卵管造口术与输卵管切除术的治疗结果。发现接受输
卵管造口术的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比率较高 (Lancet 2014 Feb 
3; (e-pub ahead of print))。

19. 2 月 4 日神经学杂志的一项卒中二级预防研究表明 , 第一次
中风时已经开始使用阿司匹林的患者 , 改用双重抗血小板治疗

（阿司匹林 + 氯吡格雷 ), 其中风复发率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类似 , 
但死亡率和高风险胃肠道出血率增加 (Neurology 2014 Feb 4; 
82:382)。

20. 根据 2 月 4 日内科通志杂志一项荟萃分析结果 , 粪便免疫化
学测试 (FITs) 用于检测大肠癌 , 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一般都较高 
(Ann Intern Med 2014 Feb 4; 16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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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新闻

21. 柳叶刀杂志网站评估了与糖尿病相关的致命或非致命性中风
的风险。 发现 , 调整了多种危险因素后 , 女性的风险显著高于男
性 (Lancet 2014 Mar 7; (e-pub ahead of print))。

22. 2014 年 2 月 13 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项治疗中度至重
度不宁腿综合征 (retless leg syndrome) 的研究发现，普拉克
索 (pramipexole)0.5 毫克 / 天剂量的疗效被认为是相当于普
瑞巴林 (pregabalin) 300 毫克 / 天的疗效，但较普瑞巴林更可
能导致症状增强 (symptom augmentation) (N Eng J Med 
2014 Feb 13; 370:621)。

23. 2 月 19 日 JAMA 的一项安慰剂对照研究中 , 研究人员
评估了西酞普兰 (citalopram) 治疗阿尔茨海默患者临床焦躁 
(agitation) 的疗效。用药 2 个月后，患者临床焦躁显著降低 ,
但 QT 间期延长 , 厌食 , 腹泻和跌倒的风险增加 (JAMA 2014 
Feb 19; 311: 682)。

24. 3 月 25 日的神经学杂志 , 对有颅内出血史的病人随访 1.5
年 , 发现这些患者大多数可以放心恢复抗凝治疗 (Neurology 
2014 Mar 25;82:1020)。

25. 在神经杂志网站上的一项研究中 , 到急诊科就诊的急
性偏头痛患者随机接受丙戊酸盐 (valproate), 甲氧氯普胺 
(metoclopramide) 或酮咯酸 (ketorolac) 静脉治疗。结果发现 ,
甲氧氯普胺改善头痛疗效最显著 (Neurology 2014 Feb 12; 
(e-pub ahead of print))。

26. 根据梅奥诊所杂志三月号的一项研究结果 , 未经消毒的听诊
器可是在传播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内的院内感染 
(Mayo Clin Proc 2014 Mar; 89:291)。

27. 在 3 月 6 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 斯堪的纳维亚前列腺
癌研究小组苐四号研究 18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 ，与观察等待
相比 , 前列腺癌根治术有利于降低小于 65 岁和低中等风险的
局限性前列腺癌男性的死亡率 (N Engl J Med 2014 Mar 6; 
370:932)。

28.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观察研究发现 , 用前列腺癌根治
术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较放射治疗癌症相关死亡率低 , 这一
现象在年龄小于 65 岁的男性更为明显 (BMJ 2014 Feb 27; 
348:g1502)。

29. 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研究发现 , 无并发症的
头痛或偏头痛患者的神经影像学检查比率不适当的高 , 并在不断
地增高 (JAMA Intern Med 2014 Mar 17; (e-pub ahead of 
print))。

30. 在 3 月 5 日的 JAMA 杂志上一项分析表明 , 与对照相比 ,
针灸对慢性非特异性肌肉骨骼疼痛 , 骨关节炎和头痛或肩膀疼痛
均有效 ( JAMA 2014 Mar 5; 311:955)。

31. 三月号过敏和临床免疫学杂志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 , 有青
霉素过敏史的患者通常会接受氟喹诺酮类 , 万古霉素和克林霉
素治疗 , 耐药性产生风险较高 , 住院时间更长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14 Mar; 13:790)。

32. 3 月 15 日发行的临床传染病杂志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 , 
出院回家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患者 30 天再入院率为 30％。多
因素分析显示 , 预测再入院的因素包括感染耐药微生物 , 住院史 ,
使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 , 年迈和社会经济地位 (Clin Infect Dis 
2014 Mar 15; 58:812)。

33. 美国医学会期内科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研究表明 , 每年急诊
室发生的与胰岛素相关的或用药错误导致的低血糖风险 , 随着年
龄的增长显著增加 (JAMA Intern Med 2014 Mar 10; (e-pub 
ahead of print))。

34.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的一项研究比较了急性呼吸道感染患
者即时得到抗生素 , 延迟得到抗生素或没有抗生素的结果。他们
发现 ,3 组的症状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相似 (BMJ 2014 Mar 5; 
348:g1606)。

35.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关于乳房 X 线筛查和乳腺癌预后长
期研究结果表明 , 年龄从 40 岁开始筛查较 50 岁开始筛查 , 乳
腺癌死亡率并不显著降低 ; 从没有接受乳房 X 光检查的妇女 , 其
乳腺癌的 25 年累积死亡率并不高于接受乳房 X 光检查的妇女 
(BMJ 2014 Feb 11; 348: g366)。

36.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站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 频繁的监测中心
静脉压和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并不能改善感染性休克患者的预后 
(N Engl J Med 2014 Mar 18; (e-pub ahead of print))。

37. 在临床内分泌学和代谢杂志二月刊的一项研究中 , 研究人
员评估了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阴性患者 , 其甲状腺恶性肿瘤 , 转
移和癌症相关的死亡率的风险。他们发现 , 发展为甲状腺恶性
肿瘤的风险为中度 , 但转移的风险非常低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4 Feb; 99:510)。

38. 三月号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 , 物疗有利于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最有效的方案包括超过一个月的监督理疗 , 每
周 3 次 (Arthritis Rheumatol 2014 Mar; 66:622)。

39. 内科杂志网站登出了来自美国预防服务专责小组关于每年筛
查肺癌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 CT）的最新建议。是否筛查 , 
取决于吸烟状况和戒烟时间，吸烟程度，由包年 (pack-year) 定，
年龄和限制寿命的疾病存在 ( Ann Intern Med 2013 Dec 31; 
(e-pub ahead of print))。

40. 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一项回顾性研究认为 , 以年龄为基础的
大肠癌筛查 , 会造成对不健康的老年人筛查过度 , 而对健康的老
年人筛查不够 (BMJ 2014 Feb 26; 348:g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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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谈谈自闭症的新概念及干预方法。自闭症患者的数量持续上升，不仅仅是遗传的原因，环境因素
事实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许多自闭症患者是具有天赋的，他们的问题往往是表达和协调方面，并不是缺乏才
能。自闭症患者存在异常的地方不只是大脑，而是全身多系统的障碍。自闭症不是终身的问题，自闭症是可
变的，易变的，可治疗的，一些人会失去症状，一些人有一些巨大的潜力。大量的数据证明自闭症不是生来
具有的而是人为的外在的因素往往先于诊断自闭症而出现，比如父母的健康状况，特别是代谢综合征（胖症，
高血压，等）；各种风险（毒素，电磁辐射 / 辐射，压力）导致的遗传毒性和代谢功能障碍。 怀孕期间的问
题，比如营养不足；各种风险（有毒物质，药物，电磁辐射，压力，感染，过敏原）。婴儿期的问题，比如
感染，抗生素杀灭了微生物；过敏原缺乏微生物的支持；用于处理大量的应激物的各种营养成分不足。这些
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因为环境。我们都有遗传缺陷，但他们往往不那么严重。
在自闭症中大部分具有强烈影响力的突变是罕见的。环境把他们带了出来。 随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负荷，你
生病所需要的基因缺陷就越来越少。生理异常导致的的症状；基因和 / 或环境是触发器。太多外部有害物质
导致机体易感于有毒物质，辐射，噪音；感染；压力等。消弱的防御导致快速恢复的能力不足，比如饮食不足；
薄弱的社会支持；不良的生活方式；损伤的微生物；遗传弱点。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下降你可以看到睡眠，
感官知觉，消化，激素，协调能力的一系列问题。取决于这种恶化有多严重，以及哪个系统更容易受到损伤，
你可以看到感觉处理和运动协调障碍；多动症；过敏，哮喘，糖尿病；语言延迟和 / 或社交尴尬；以及自闭症。
环境影响伤及的生理机能可以影响
整个家庭，他们共同存在胃肠道微
生物的问题，共同存在饮食习惯和
接触的风险，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
共同风险会导致类似的生理和医学
问题。而且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会使人感到压力和疲惫，对于家庭
成员已经有代谢性或遗传缺陷的尤
其困难，如果父母在问题是什么上
的观点不一致，这会是压力的另一
个来源。
 那么全身的问题如何影响大
脑，在每个区域的问题会给其他区
域制造障碍， 这是新型系统生物学
的组成部分。整个身体模型：基本
功能的问题引起症状出现可见的社
交的以及行为的症状产生。核心的
身体基本功能的扰乱是启动器。

对自闭症患者及家庭的脑体呼应新概念与方法

作者：玛莎 赫伯特医学博士， 麻省总院小儿神经科

翻译：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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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部炎症产生了干扰信息处理的细胞噪音，
激活神经胶质细胞产生兴奋性化学物质，神经胶质
细胞的正常维护功能被削弱，慢性炎症刺激和促进
兴奋性毒性，慢性炎症会引发损伤线粒体功能障碍
和突触（神经元通过突触的信号传导是需要巨大能
量的，需要从线粒体输入巨大能量）。
 被代谢功能障碍影响的神经元有能量存活，
但并不总是有足够的能量来发射电信号，这可能有
碍于损伤的大脑连通但需要研究，自闭症患者的行
为真的“特别”吗？还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大脑的
产物？做出明确行为的核心都涉及到挑战大脑对于
复杂信息的协调能力，为了说话，沟通，灵活而不
重复，需要有一种液体，一种
能在广泛分布的信息点中获取
所需的并且实时良好的协调它
们。 脑部炎症，线粒体功能障
碍和短缺的成分（营养）会导
致大脑功能将会更难做复杂的
事情。这不是特殊的，不会被
特定的基因或脑部病变引发。
 一 个 最 后 的 共 同 通
路 --- 自闭症的模型：在关键
的神经系统的兴奋 / 抑制的增
加的比例，鲁宾斯坦和梅特尼
希，基因，大脑和行为（2003）
2：255-267

医学进展



5 第七卷第三期（总37期） 北美醫學與健康二零一四年六月

 对于当压力减少时大脑网络中的更多部分的连接迅速提升

 普萘洛尔在自闭症光谱的功能性连接中的作用障碍—一个初步研究，这个被作者作为信噪比的提高所
理解。我们可以每天利用表观遗传学在许多其他的途径进行尝试。
 组织病生理过程减少大脑带宽

•20

 大量的带宽：良好的接收             少量的带宽：有限的接收

 更好的接受作用拥有更好的对于不同物质之间的识别能力以及更多的自发学习。
大脑物理和生物的需要能量；代谢的完整性；液体流动；合适的膜和屏障功能；结构完整性，包括结构和液
体所占的空间，而且并没有提供很多，功能受到碾压干扰。所有部件互相干扰。
 大脑中的能量，线粒体产生能量，神经信号传导大量消耗能量，线粒体有很多因为环境带来的伤害，
比如对营养物的需要，有毒物质，电磁辐射以及更多。
 代谢的完整性：代谢是指物质转化成其他物质的
生物转化，这要求有充足的供应，比如从外来的营养，从
内部的血液循环和运输；生物转化发生的结构的框架的完
整性；没有从本不应存在物质的破坏性干扰。代谢失衡（太
多或太少的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物质，阻断通路，异常的
pH 值等）可以大大的干扰功能。
 液体携带营养物进入和废物排出去在大脑中主要
的液体是血液和脑脊液，这些液体也可以携带像过敏原的
有害物质，炎症信号和有毒物质。液体和运输以及引流它
们的机制需要合适的起到作用，星形胶质细胞促进促进脑
脊液流动并且帮助清除溶质。

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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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脑微循环，星形胶质细胞和脑室膜细胞都有贯穿脑组织并且用其他结构使得细胞之间相连的较长
过程。脑室膜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形成了终钮，这些终钮被紧密应用到了微脉管系统形成血脑屏障并表达了
AQP4，这些微脉管系统与内皮细胞基底膜（基底层）相邻。这些细胞也承担了用其他脑结构连接细胞的过程。
这些过程即可以用将脑室排成线并且直接接触脑脊液的室管膜细胞代替，也可以与室管膜细胞相邻并且延伸
到脑软膜表面，其面对着蛛网膜下腔脑脊液空间。其他程序也终止于
神经元的胞体。脑脊液从覆盖脉络丛的室管膜上皮细胞隐秘的穿过，
室管膜上皮细胞细胞之间紧密连接，像血管内皮细胞一样形成血脑
屏障。水通过细胞可能流动的方向箭头表示。
 贝格利，DG，大脑高速公路，转化医学科学 4:147
 脑部类淋巴系统通路功能：把垃圾拿出
去，尤其是在睡觉时！！！！
 老年痴呆症，帕金森和舞蹈病是蛋白通
路疾病，涉及细胞内或细胞外错误折叠的或聚
合的蛋白质的堆积。脑间质中可溶性 β- 淀粉样
蛋白和其他蛋白质的清除。
 合适的膜功能，膜环绕着每个细胞，形
成了每个细胞在内的隔间膜创造空间，在其内
可以保持不同类型的特点，膜是由脂质构成的，
脂质极其容易受到损害，损坏的膜可以是脆弱
的或多孔的或可干扰在其中的通道和受体的功
能。
 细胞水平的损伤，屏障的完整性，血脑
屏障保护大脑防止暴露于血液中的物质；相对
于保护大多数其他器官它对大脑的保护更加集中；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屏障它在产生的时候很不成熟；可以
通过炎症，感染，辐射，压力，营养不足，电解质问题和更多其他的问题造成其穿孔；在某些化学敏感的地
方它会自然的穿孔，但这些地方也会将大脑打开暴露于有害物质面前。
 结构完整性：大脑在头骨里面；它没有室地方变得膨胀；它也是由坚韧的结缔组织结构包裹，硬脑膜；
大脑可能受到创伤后物理移位；甚至是细微的位移也会影响液体循环和神经供应，和与微妙的脑运动相联系
的健康状况，过渡到有变革能力的实践活动，从以基因为中心的医学科学到表观遗传学；从制药操作到表观
遗传学的生活方式的优化；从分子干预的表观遗传学到公众健康和生活方式医学。www.najms.net 2013；6
（3）表观遗传学，这里的改变是指基因的开启和关闭而不是指遗传密码子本身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相对

于我们能够想象当一切都被认为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我们对
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有更多主宰的权力。虽然可以设计药物来影响
遗传，但真正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漫长的道路。同时，现在我
们可以通过日常的选择，如吃高营养密度的食品；避免垃圾食品，
过敏原，有毒物质和感染；大量锻炼和睡眠充足；减小压力；帮
助彼此更好来改变我们的表观遗传。这些有进化意义的尝试和真
正的方法记录了对表观遗传学的影响。他们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疾
病，减少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促进恢复。严重的慢性疾病，如肥胖，
糖尿病，自闭症和癌症都可以通过运用表观遗传学，通过当前每
天可实现的变化得到很大的影响。公共健康、经济以及每个人对
于最好的生活的欲望要求我们要促进这些负担得起的和有实践性

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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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于表观遗传的干预。我们从研究基因的年代移到表观遗传学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一
套基因 - 一套遗传密码子 – 对于事情结果如何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因为有许多方式影响着基因编码子如何
表达，剪接，或不表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身体，大脑和健康 –
许多其他因素也起作用。表观遗传学是什么？基因的开启和关闭的变化；几个与它有主要联系的过程，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非编码 RNA 家族；小 RNA 家族。
 表观遗传机制，不仅仅局限于“基因”的发展。选择性剪接，产生了蛋白多样性，以前被认为影响了
人类基因组的一小部分；今天已经知道会影响它的绝大部分。非编码 DNA，曾经被称为“垃圾 DNA”；现
在已经知道在健康和疾病中发挥很多功能。表观遗传科学会带给我们治愈疾病的疗法吗？ 以表观遗传学过程
为目标开发药物治疗癌症，发育障碍和其他疾病。风险是什么？药品很难靶向给药。表观遗传药物治疗的下
游效应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显示出来，并可能导致癌症，大脑发育的改变或其他复杂的和潜在的有害的结
果。多长时间才能理清风险的程度和表观遗传学药物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要很长时间！近在咫尺的治疗方法，
可以通过表观遗传学改善健康，许多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改变表观遗传学；其中很多方式都是廉价的和具有
广泛应用性的。临床医师在健康儿童上的实践以及家庭的实践指出，在他们的实践指导下，出生的婴儿中，
自闭症患者非常少。从 伊丽莎白曼泊医学博士
在 NAJMS 中的报道中 可以看出与每天的表观
遗传学文章一样的问题。 从大卫伯杰医学博士的
文章中可以看到，从阿 里卡丽娜得到预期的数
据。对于公共健康具有 巨大的意义 – 请思考：
由于可预防的表观遗传 学，自闭症可以有多少
改变？表观遗传学：什 么时候？任何时候！谁
啊？全家人！！孕前； 产前；婴儿期；童年；
成年；就是您的整个生 活。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和手段将解决根本原因。
 饮食：大量要素， 疾病风险的贡献者推进
了表观遗传学的改变。 低营养密度食品（垃圾
食品）；高血糖指数的 碳水化合物如蔗糖和高
果糖玉米糖浆，可导致 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
征，这些增加的了母亲生育自闭症儿童的风险；omega6：3 脂肪酸的比例太高了；关键氨基酸如半胱氨酸的
肠吸收的损失。
 饮食：微量营养素。多种重要营养素的缺乏或不足是与表观遗传学的变化有关的。比如叶酸，在怀
孕期间供给不足可能会导致婴儿产生问题；锌，供应不足会导致免疫功能受损，伤口愈合的问题，有缺陷的
DNA 损伤的修复，增加氧化应激和神经元细胞的表观遗传调控。
 过敏原和表观遗传，过敏原可导致炎症，其修改表观遗传学；谷蛋白可以损伤障碍（肠 - 血，血 - 脑）
并增加异常免疫功能的启动；这些会导致表观遗传变化的级联反应以至于健康问题和脑问题的风险增加。
 外界有害物质，这些外界物质可以改变表观遗传学，比如有毒物质；电磁辐射和射频辐射。这些可能
影响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抑制甲基化途径和谷胱甘肽合成的抑制作用，其抑制的保护和解毒的机制，并且可能
会放大外界有害物质更多的影响。
 改变的肠道微生物，微生物一旦被暴露就会成型。传递的类型大地影响了这种风险；孕产妇和婴儿的
抗生素滥用也对其有影响。微生物可以影响表观遗传学方法，产生表观遗传学的活性代谢物质；调节免疫功能。
 表观遗传学和睡眠，  睡眠不足影响表观遗传学。增加炎症和炎性细胞因子；减少大脑维护功能和恢
复功能；增加对于压力的易受伤害性，这也增加了炎症反应。褪黑素对表观遗传有影响，影响谷胱甘肽代谢；
影响线粒体提供能量的功能。

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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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环境因素：影响表观遗传学。压力会影响类固醇代谢；压力和婴儿的共同调控的的能力与照顾
者的素质一起会产生对表观遗传有影响。孩子的疾病（如绞痛，易怒和失眠）可能会干扰这个表观遗传学上
重要的协同调节作用。
 锻炼和体育活动，提高大脑中的表观遗传。提高海马的功能（记忆功能）；增加 BDNF（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对脑健康和神经发育和可塑性（改善，学习）很重要。提高在整个身体的表观遗传，抑制炎症通路；
改善胰岛素代谢。
 糖尿病预防计划（DPP）的临床试验和它 10 年的研究成果（DPPOS），都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资助，表明某些特定的干预措施可以即安全又有效地预防或延缓 2 型糖尿病。不仅仅是 1，2 型糖尿病的预防
在美国广泛使用，与疾病相关的巨大的人力和财务费用也在不断增长。
 不良生活方式的后果是什么？生理功能障碍，在抑郁症患者中有大量的数据，比如线粒体和代谢功能
障碍；氧化应激；炎症和免疫功能紊乱。慢性疾病，抑郁症就是一种慢性疾病。脑功能障碍，抑郁症包括了
脑部问题。危及生命的疾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加大，关于这点的证据在增加。
 在医疗保健系统的大型系统的故障，相对于二甲双胍（31%），生活方式的干预可以预防 58% 向糖
尿病患者转化的人群。CMS（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没有法定权力补偿非传统医疗保健提供者，如
生活方式教练。因此我们每年花 7500 亿美元在糖尿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
 炎症 / 脑片的评论，外周炎症（如血管中黄色污迹）可以破坏血脑屏障。它可以激活小胶质细胞（蓝色）
和星形胶质细胞（浅绿色），然后改变它们的功能，产生兴奋性毒性的生化和免疫物质，而忽略了常规的维
护功能。如果谷氨酸在延期的激发反应中出现，维护功能在信号发出后被忽视，表现在清除在突触的谷氨酸。
这一切造成细胞的噪音，但大脑不能区分内部产生的噪声或来自外部世界的噪音。
 故事：一个在用缺乏谷蛋白 / 酪蛋白饮食的 8 岁的男孩对他的父母说让他吃一个聚会上的蛋糕。他隐
瞒了他的饮食习惯，之后几天他都感到很糟糕。他一直不断地对他父母说，“我的大脑在咆哮。”这个自我
报告是由加重他的大脑炎症的内部噪音的爆发造成的。
 我们需要做什么？建立恢复的能力并且减少适应复合或“总
量”。恢复的能力，比如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大量活动；熟练的个性
化教学；家庭及社会支持总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比如化学品，辐
射，感染；减少压力 / 时间管理；提供人体免疫力和生化排毒的支持。
建立保护脑组织和身体避免被大量有毒物质损伤的快速恢复的能力。
整个人的脑体做法，做出每一个选择健康的选择，为建立大脑和身体
健康和快速恢复能力的身体健康建，食用高营养密度未加工的全有机
食品；减少有毒物质接触；注意你体内的微生物；减轻压力；大量运
动；优化睡眠习惯。整个家庭的做法，建立全家人的健康和快速恢复
健康的能力，细腻和耐心地对待彼此，培养潜力；珍惜每一个时刻；
整个社区的做法，建立加强社区有助于加强良好关系的活动，朝着提
高意识，宽容和提供特殊需要的支持方向努力；全球的做法，使您工
作和生活生态化，空间小但智能，保持简单，学会如何使用地球得健
康资源支持家庭和个人健康。
自闭症的革命：十招
了解自闭症得卓越才能；了解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你能做的；修复
和支持细胞和循环；保持良好的消化道和免疫系统；建立更好的大脑
健康；平静大脑的混乱；加入你的孩子的世界；爱，喜乐，突破；领
导革新；为你自己，你的下一个宝宝，你的家人，和你的世界而做吧！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主题讲演稿）

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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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闭症（英文：Autism）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不能进行正
常的语言表达和社交活动，常做一些刻板和重复性的动作和行为。自闭症的病因目前尚不清楚，可能与遗传
或免疫系统异常，如淋巴细胞数量减少，辅助 T细胞和 B细胞数量减少、抑制 -诱导 T细胞缺乏、自然杀伤
细胞活性减低等有关。还可能与多种神经内分泌和神经递质功能失调有关。
	 来自康州的 Helen	V.	Ratajczak 博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生物科学系 Robert	B.	Sothern 博士分享了他们
对与自闭症相关的几种生物标记物的研究。他们研究的生物标记物主要有谷氨酰胺，谷氨酸，二肽基肽酶
IV，人类补体C4基因的基因座位B,γ干扰素，皮质醇，							褪黑素	，睾丸素，氧化型谷胱甘肽	和金属硫蛋白-2。
	 谷氨酰胺具有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它是淋巴细胞分泌、增殖及其功能维持所必需的。作为核酸生物
合成的前体和主要能源，谷氨酰胺可促使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的有丝分裂和分化增殖，增加细胞因子 TNF、
IL-1 等的产生和磷脂的mRNA合成。提供外源性谷氨酰胺可明显增加危重病人的淋巴细胞总数、T淋巴细胞和
循环中 CD4/CD8 的比率，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还参与合成谷胱甘肽（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通过对谷氨
酰胺和谷氨酸进行标记，研究发现这两种标记物在男性和女性体内普遍存在，而且男性普遍比女性至少高出
2倍。
	 二肽基肽酶 IV 与缓解免疫、自身	免疫疾病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关，研究人员通过对二肽基肽酶 IV
进行标记，他们发现二肽基肽酶 IV 在男性中的含量依旧比女性的多，男性胃肠道中的二肽基肽酶 IV 大约在
20ng/ml, 而女性的在 10ng/ml 左右。
	 补体 (complement，C) 是存在于正常人和动物血清与组织液中的一组经活化后具有酶活性的蛋白质。
C4b 的功能，除主要参与经典激活途径中 C3 转化酶（C4b2a）和 C5 转化酶（C4b2a3b）的形成进一步介导
补体后续成分的级联反应外，还可通过与效应细胞膜上的 CR1 结合促进吞噬、调节补体活化，以及参与防止
免疫复合物的沉积及中和病毒的作用。C4可能与免疫识别及维持免疫自稳功能也有关。γ干扰素用来对抗病
毒、活化巨噬细胞，以杀死、吞噬细胞内的细菌，具有防癌作用，但就整体而言，主要还是在提升细胞性免疫。	
通过对这两个进行标记，会发现	C4b 男性中的含量比女性的高出一倍 , 男性的含量大约为 270ng/ml，女性为
130ng/ml 左右。γ干扰素在男女中的含量却是大体相同的，大约都是 25ng/ml。		
	 皮质醇，也可称为“氢化可的松”，是肾上腺在应激反应里产生的一种类激素	。褪黑素具有促进睡
眠、调节时差、抗衰老、调节免疫、抗肿瘤等多项生理功能。睾丸素又称睾酮、睾丸酮或睾甾酮，由男性的
睾丸或女性的卵巢分泌，肾上腺亦分泌少量睾酮，具有维持肌肉强度及质量、维持骨质密度及强度、提神及
提升体能等作用。通过对这三种物质的标记，可以看出，皮质醇，褪黑素在男性和女性体内含量都很少，不
到 5ng ／ml，睾丸素在男性体内含量比女性高很多，达到 40ng ／ ml 左右。
	 人体衰老、感染、中毒、外源性毒素、氧化应激、亲电化合物攻击都可以使细胞内GSH 生物合成能力
降低、含量下降，或者使还原性谷胱甘肽转变为氧化性谷胱甘肽。MT是富含半胱氨酸的金属结合蛋白，其巯
基能强烈螯合有毒金属，并将之排出体外，从而实现解毒功能。MT与微量金属的代谢有关，在所有的哺乳动
物组织中，MT-1 和 MT-2 协同表达。实验数据显示，自闭症患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体内氧化性谷胱甘肽的含
量很高，达到 250ng ／ ml。MT-2 的含量相对较低男性的为 130ng/ml 左右，女性为 60ng/ml。主要说明当
人体内有外来性物质，毒素等就会使得人体内氧化型谷胱甘肽会明显增高。
	 Helen	V.	Ratajczak 博士和 Robert	B.	Sothern 博士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自闭症生物标记物的相关性，他
们的含量与免疫，神经的相关性。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自闭症生物标记物的相关性
原文：Helen	Ratajczak，	PhD

	翻译：	彭璐

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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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坛

自闭症 - 视觉上有何妨碍？

	 理查德 . 劳顿博士对自闭症的视力系统问题，做了一个非常切入要领
的讲座，经过翻译整理，把它编成一个简单的“纲”，希望对读者起一个纲
举目张的作用。能达到好的效果吗，不妨读后在评论一下。
	 自闭症这个名词，已经尽人皆知了吧。
	 目前，自闭症发病率很高，而且呈上升趋势。本文在回顾和重新梳理
一下自闭症的原因和治疗办法的同时，想探讨一下在一些特别的领域，对这
个疾病的最理想的治疗和对付方法是什么，特别是视觉方面。
	 自闭症的原因？很明确地讲，不知道。基于我们的专业，我们有一些
临床的解释。我们所属的专业和亚专业，常常决定我们的对疾病理解的偏好
和治疗方法。
自闭症有些什么对付办法？同样很明确地讲，对这个非常复杂的疾病，我们
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赞成用跨学科梯队的办法，在恰当时候决定最恰当
的治疗，或者改变治疗方案。比如对于视觉问题，那是一个因素，虽然不是
唯一，但是会为患儿带来的问题。
	 自闭症现状如何？一句话，自闭症越来越多。
	 自闭症的病因和治疗理论，也象自闭症一样，越来越多种多样，有时，
对病儿和成人患者的治疗方案，有些混乱不堪，可以用这个故事、也许是诗歌、
也许是一个寓言来说明：盲人摸象！请注意，故事的关键是这八个盲男人或
盲女人们，没有正常的观察的能力。
在时髦的实证医学或“实证不据”的医学上，我们在推动自闭症吗？有点象
玩文字游戏？这方面有何临床意义？这与眼睛问题有什么干系？问题好，我
们来慢慢讨论。
对自闭症的眼保健现状：大多过度强调视力、屈光障碍、眼睛健康。然而过
少强调用眼技巧，包括双眼单视、视觉适应、眼睛移动能力。没有人强调心
理学的视觉注意这个题目。
对视力检查的历史性回顾：
视力，即视觉分辨能力，这个荷兰眼科专家Hermann	Snellen	在 1862年提出的理论，
仍然主宰我们眼科对视觉的观念和医疗实践。对视力测量系统方面，虽然有
改进，但是我们仍然固定使用 20/20 视力测量法。
	 听听吧，许多家长告诉我，他们的自闭症孩子的视力正常，20/20 ！
	 什么是视力？
	 对于视觉，我们应该这样看，它的有效模型：应该是既能看清，而且

作者：Richard	C.	Laudon,	O.D.	Vision	Therapy	Services	at	NEE	

张眉博士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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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明白，视觉应该达到它的最佳状态！
	 对学习和工作发挥状态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往往来源于压力。压力
包括视觉压力、情感压力、和综合压力。视觉功能不良，压力会增大。
	 视觉关键技巧有那些？双眼单视	-	双眼的协调性；视觉适应	-	焦距的
改变和持续聚焦能力；眼球移动	-	准确跟踪移动的目标。
	 视觉注意指什么？包括三个方面，主导视觉注意的能力；	视觉注意时
调焦的能力；维持视觉注意的能力。
	 对双眼进行功能性评估的项目：病史，视力，屈光状态；视觉技能谱（总
体状况）；健康评估。
	 初级医疗的重点：视力，很重要，但是对近距离视力过分强调了；屈
光不正，包括近视、远视、散光、屈光参差都应该矫正，但是临床意义各说
不一；眼睛健康问题应该诊治，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但仍有分歧。
	 综述一下：我们普通情况下测定的视力，这个一般不是问题，因为可
以纠正。屈光不正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用眼健康不是一个大的顾虑。但是，
其他顾虑：双眼单视	( 较为高发的是两眼协调不足 )、视觉适应	( 较为高发的
是眼睛聚焦障碍)、以及眼球移动能力	（高发的是注视、跟踪和跳阅的障碍），
却可能是横亘在患者面前的鸿沟。
	 那么，视力问题有些什么苗头呢？总结而言，缺乏与人眼对眼的接触
（缺乏目光交流）。代之而来的是怪怪的盯视行为；不敢盯视 ;	侧视	-	从眼
角看去 ...	….；管窥视野；是非而是的盯视；或过度盯视物件。这些是我们
最常发现的苗头。
	 什么是目光交流困难？没有目光交换、对表情没反应、对别人的注意
不报以同样的注意等，是异常视力发育的表现。人们对自闭症的病人面部表
情研究多半注意了嘴、口型的问题，很少研究眼睛。	自闭症的孩子，眼睛注
视能力越差，则社交能力越差。研究人员们发现目光交流障碍这个临床症状，
甚至对小至两岁的小孩都有诊断价值。
	 行为治疗看来是首当其冲要推荐的方法吧！是的，我们应该评估更多
的方面（不限于视力、屈光不正和眼睛健康）。对两眼单视、适应、运动、
注意技巧等都要适当评估；应该对视觉问题提出治疗目的和预期效果，做出
计划和措施。我们要有这个医疗能力和水平！
	 随之而来的，我注意到一些眼科专业方面的顾虑，比如验光怎样才算
合适？意见不一。对自闭症你能准确评估视力和屈光不正吗？戴眼镜会起作
用吗？患者真的会戴眼镜吗？患者会打碎或丢失眼镜吗？
	 在患者家庭方面，家长的看法如何？他们会问，我们值得花时间经历
去关注视力问题吗？找哪位或什么医生来评估孩子的视力和治疗方案？我怎
么知道戴眼镜或治疗改善孩子的病情？不过告诉大家一点关键，那就是，如
果措施凑效，家长应该看到病情的改善！
	 从“实证不据”，或者说“证据偏差”的观点来看，一次门诊，不易
评估。验光可能要验两次或多次。验光出来的结果以后可能需要修订；治疗师、

医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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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员或其他人员可能必要，帮助孩子调整眼镜。
	 注意一些要点包括：眼镜常常不能纠正视觉问题，有时甚至加重问题；
真正的好的验光结果是什么？是孩子自愿愿意戴眼镜；自闭症病人可能会对
视力改变无所适从，’触觉抵抗’。他们可能不愿意戴眼镜。我个人的临床
经验是，病人如果因为戴上眼镜而看到和感觉到了不一样的体验，他们会逐
渐喜欢戴眼镜。（当然常常有例外的，这是医学的“特质”！）
	 除了眼镜之外呢？对许多病人，眼镜不是最好的选择。视觉治疗可能
更好。有些医生可能会用	Yoked	Prism	眼镜（共轭棱镜）来治疗或对特定环境
使用。配眼镜的时间，可以是在自闭症的治疗中，也可在一个疗程治疗之后。
	 这种特别的眼镜	-	共轭棱镜（Yoked	Prism	glasses），据报道对患者的姿势、
空间位置感和行为都有正向的作用。
	 再谈谈视力疗法。视力治疗是用一系列的对眼的锻炼和措施，改善视
觉功能。可以成为眼睛的理疗。视力治疗是教病人如何对视力功能不良或缺
陷进行补偿，因为我们尚不能治愈眼疾。视力治疗有明确的目标、预期结果、
和时间疗程（以视觉改善为目的）。视力治疗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疗。应该作
为辅助手段。视力治疗会非常有用，有价值。对视力治疗应该因不同时间而
有不同考量，决定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成为“因时制宜”。
	 末了，我们应该这样说，视力是我们每天的功能中重要的因子。20/20
不是最佳视力，也不是 120/80 的最佳健康（这样说有可能让人发笑吧）！对
任何自闭症患者，如果他们有视力的障碍，我们打击这个障碍！
	 我们就要设法把视力障碍降低到最小水平，从而帮助患者达到最大潜
能。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医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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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及其并发精神障碍的当下问题研究

作者：William S. Stone, ABPP-CN 哈佛大学医学院

翻译：尹小琳

 自闭症谱系障碍：共病作用下愈加复杂化的综合症

   一  精神共病 
 （一）智力障碍
 （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三）双向情感障碍
 （四）抑郁症
 （五）外化障碍 1. 对立违抗性障碍，2. 行为障碍
 （六）焦虑 1. 广泛性焦虑症 2. 社交焦虑障碍 3. 强迫性精神障碍 4. 特定恐惧症
 为什么共病现象很重要？自闭症及并发症的多样性
 1.有没有可能存在更多的同质亚组？比如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自闭症+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这些与 自闭症 +边缘性人格障碍，以及单独的自闭症是否不一样？ 
 2. 是否有可能是总体性的疾病？
 3. 是否有可能是具有重叠特征的独立疾病？
 并发症涉及到疾病还是症状？
 An Steensel 等人 2011 年多元分析表明：
 自闭症和焦虑障碍 (n=2,121; <18 yo)
 一种或多种障碍 39.6%
 特定恐惧症 29.8%
 边缘性人格障碍 17.4%
 社交焦虑症 16.6%
 Russell 等人 2005 年研究中：自闭症 (n=40)，边缘性人格障碍 (n=45)；两组被试的边缘性人格障
碍症状发生率相似（边缘人格障碍被试组有更高的躯体症状及边缘性人格障碍典型特征）边缘性人格障碍
被试组的严重程度更高，但至少 50% 自闭症被试组有中度的干扰阻碍
探查策略的作用
 在多动症人群中测自闭症患者的比例，或者，把自闭症人群作为“渊源者”来测查注意力缺陷多动
症或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比例，这二者的共病率会如何？
 临床样本的共病率和社区样本的共病率会有何不同？
 DSM-5 的作用
 Rieske et al (2013):Rieske 等人 2013 年的研究表明：36% 的 DASM-TR 的自闭症被试（被试总数
n=424，,2-18 岁）不满足 DSM-5 的自闭症标准。
 Maenner et al (2014):Maenner 等人 2014 年的研究表明：19% 的 DASM-IV-TR 的自闭症被试（被试
总数 n=6577，,8 岁）（来自 Dev.Dis Monitoring. Network）不满足 DSM-5 的自闭症标准。
 这些人群在临床上会被如何对待呢？尤其当他们仍然符合 DSM-5 对于伴发疾病的标准？
 结论：
 1. 对自闭症的并存症的研究具有诊断及概念上的重要性。
 2. 我们如何看待自闭症，对于是其治疗手段及其他干预措施来说至关重要。
 3. 自闭症研究前路漫漫，但上诉问题已引发关注，这能指导我们当下的工作并进行有效治疗。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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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健康

食物和大脑功能之间的关系

作者：William L Wilson MD

编译 ： 赵京雁博士

 高度加工的食品（HPF）会增加常见脑部疾病的风险，比如自闭症，儿童多动症，阿尔茨
海默氏病，抑郁症和双相性精神障碍等。 目前有很多新的文献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但尚没有证
据表明，饮食因素是自闭症的主要触发因素。
 饮食对自闭症及其它疾病更可能是起到了辅助触发的作用，常见的代谢问题（如肥胖，2
型糖尿病）也往往与常见的脑部疾病共同存在。 大脑和身体是紧密相连，饮食对其的影响是不
能分离的。
 目前观察到是无麸质 / 酪蛋白的饮食往往是有帮助的， GAPS (Gut and Psychology 
Syndrome) 饮食法在很多自闭症患者中也很流行，各种排除饮食也很受欢迎。 我们都有这样的
常识：我们喂养动物是都喂给它们其在野外吃的相似的食物， 那为什么对人不一样呢？ 含大量
高度加工食品的饮食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大的实验，而你就是小白鼠！ 
另外，我们的现代大量高度加工食品的饮食也似乎正在触发一个新的并不存在脑部疾病，直到我
们改变饮食。 
 这种新的疾病概念是碳水化合物关联的可逆性脑综合征或叫 CARB 综合症。 CARB 综合
症有 22 个影响你正常功能的大脑功能障碍的症状。而患有 CARB 综合症的人也有新陈代谢的问
题，如胰岛素抵抗，肥胖和 2 型糖尿病。CARB 综合症的症状和许多传统的疾病，如自闭症有重叠，
因此容易引起诊断混淆。 应采取的策略是分开疾病并根据最佳做法各自治疗。治疗自闭症并没
有很多的选择， 而治疗 CARB 综合症可有很多选择。您的饮食可以影响你的大脑功能的想法是
比较新的，但它符合我们在病人身上观察到的很多现象。
 许多自闭症患者也有 CARB 综合症：他们有两种疾病。 自闭症的治疗是有挑战性的而
CARB 综合症的治疗相对比较容易。 而治疗了 CARB 综合症患者尽管还有自闭症但会生活的更
好。 CARB 综合症可以从 22 症状的许多种和代谢标志物的存在而确诊。 主要症状包括想吃甜
的和淀粉类食物。而这些症状对仅患有自闭症的患者并不存在。
 CARB 综合症的治疗方法包括： 消除疾病的触发器：即主要来源于糖和玉米糖浆的
过多的果糖，主要来自谷物的高血糖碳水化合物和过多来自植物油的 Ω6 脂肪酸； Paleo 和
Ketogenic 饮食 ; 锻炼 - 不是减肥但是增强大脑功能； 还有靶向补充剂：，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的补充剂（Cinsulin，chromium picolinater 等），神经递质的前体如 5-HTP，L- 色氨酸和 L-
酪氨酸。

（来自美中医学交流学会 5 月 25 日国际自闭症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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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上海自闭症儿童的诊断与治疗

杜亚松 M.D.  Ph.D.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译者：林沐雨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

 1. 中国自闭症的流行病学数据
 中国自闭症的流行病学调查还未有效展开，目前尚未有全国的数据，只有局部地区的数据报告。
例如，在江苏省常州市的自闭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3978 名 2-6 岁的儿童中，有 7 名患有自闭
症。发病率为 17.89/10,000。该次调查使用的诊断工具主要为克兰西行为量表（Clancy Behaviour 
scale），CCMD-2-R 诊断标准，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和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核工具及材
料（PEP）（Weihua Wang et al.Clinical Psychiatric Medicine, 2002）
 另一个在江苏省实施的自闭症流行病学调查涵盖了 7488 名 2-6 岁的儿童，使用的诊断
工具同上，结果筛查出 9 名患病儿童，自闭症患病率是 12.25/10,000. （Weihua Wang et al. 
Chinesen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al Science,2003;2:173-174）
 福建省涵盖了 10802 名 14岁以下儿童的调查中，发现 3名自闭症儿童，时点患病率为 0.028%。
这一次的调查主要使用的工具包括自闭症行为清单（ABC），CCMD-2-R 诊断标准和 DSM-III-R 诊断标
准。（WeiwuLuo,Li Lin, RongChen,et al. 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2000;12（1）:3-5）
 贵州省贵阳市的调查涵盖了 5000 名 0-6 岁的儿童，使用的工具包括自闭症行为清单（ABC），
CCMD-2-R 诊断标准，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核工具及材料（PEP）和克兰西评定量表（Clancy 
rating scale），结果发现 5 名自闭症儿童。时点患病率为 0.1%。（Zhang Guoyun, Xu Yuanrong, 
Huang xinchu, et al. Archives of Guiyang Medical College,2009;34（4））
 
 2. 中国自闭症的诊断与评估
 2.1 在中国使用的自闭症评定量表
 1)婴幼儿自闭症检查量表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 （CHAT）（S.Baron-Cohen, J. 
Allen& C.Gillberg,1992）: for less than 18 months. part one rated by parents, 9 items; 
part two rated by observer , 5 items.
 2) 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 The 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E.Schopler,R.
J.Reichler& B.R.Renner,1980）:15 items, 7-points, rated by professionals
 3) 孤独症儿童行为量表 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 （ABC）（Krug,1978）:57 items, 5 
factors, rated by professionals
 4) 自闭症行为评定量表和剖析图 Autistic Behavior Composite Checklist and Profile
（ABCCP）（A.M.Riley, 1984）: 148 items, 8 category, rated by professionals
 5) 心理教育量表 Psycho-Educational Profile （PEP）（贾美香等修订的中文版 ,2000）:
 2.2 在中国使用的评定自闭症认知功能的量表有：
 1) 丹佛发育筛查测验 Denver Development Screening Test （D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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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贝莉婴儿发育量表 Bayley Scale of Infant Development （BSID）
 3) 斯坦福一比奈智力量表 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SBIS）
 4) 毕保德图画词汇测验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PPVT）
 5) 瑞文氏推理能力测验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RPM）
 6) 韦氏学前和小学生智力量表 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 
（WPPSI）
 7)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WISC）
 2.3 此外使用的还有三个心理疾病诊断标准
 1)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 CCMD-2（1989）；CCMD-2-R（1994）；CCMD-3（2001）。
 2) 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ICD-9（1979）；ICD-10（1992）；
 3) 美国心理协会颁布的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III（1980）；DSM-III-R（1987）；
DSM-  IV（1994）；DSM-5（2013）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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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海自闭症儿童注册系统
 自 2007 年起，一个自闭症儿童注册系统在上海建立。
 注册的过程主要有三步：
 1）跟社区的鉴定机构申请；
 2）由上海精神卫生中性评估和诊断；
 3）由上海残疾人协会和上海公共卫生部记录。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从 2002 至 2009 在非住院科室中自闭症儿童被诊断的比率如下：

 期间发表的论文如下：
 Yasong Du, Sanduo Jiang, Dongxiang Wang, et al. Association Study of 5-HT Gene and 
APOE Gene in Chinese Autistic Children, 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 2001；13（3）：
130-133
 Baoling Zhuang, Yasong Du. Clinical Analysis on 85 Autistic Children, 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 2003；15（1）：23-26
 Shunying Yu, Yasong Du, Dongxiang Wang, et al.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HOXA1 
A218G Polymorphism and Autism,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2004 ;4（8）:675-676
 Yasong Du,Shunying Yu, Yi Liu, et al. Association Study of Glutamate Receptor 6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Autism, 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 2005；17（6）：343-345
 Yasong Du,Yi Liu,Yongli Yu,et al. Study on Cerebral Blood Flow with 99mTc-ECD 
Imaging for Autistic Children, J Lin Psychosom Dis, 2006;12（2）:81-83
 Mei Lv, Yi Liu, Yasong Du, et al.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P50 Muttions in 
Autistic Childrenand Dynamic Observation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J ApplClinPediatr, 
2010;25（5）:351-353

专题讲座



北美醫學與健康 18第七卷第三期（总37期）二零一四年六月

 4. 学校里的特殊教育和训练
 早起教育项目三部分：
 1）教育整个家庭
 2）提高个体技能
 3）支持统和
 其中，个体技能的训练包括了：
 社交技能训练：尤其针对艾森伯格综合征，高水平自闭症患者
 学校适应训练项目：针对自闭症，艾森伯格综合征，广泛性发育障碍，反应性依恋障碍
 感统训练：针对自闭症，自闭症谱系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
 听觉统和训练：针对自闭症浦西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

 5. 上海市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信息一览表

专题讲座



19 第七卷第三期（总37期） 北美醫學與健康二零一四年六月

 6. 上海的自闭症研究项目：
 孤独症核心家系 ApoE 和 5-HT 基因的关联研究（卫生局）
 孤独症、儿童精神分裂症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思维形式障碍与多巴胺系统基因多态性研究
（医院）
 感觉门 P50、P300 及脑干听觉反应应用于孤独症儿童早期识别及其随访（卫生局）
 精神分裂症遗传发育问题的临床基础研究（课题名称：遗传与环境因素在精神分裂症遗传发
育中的交互作用）（国家 973）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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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闭症儿童大脑听觉诱发电位 P50 的跟踪调查研究
 （Follow-up study on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P50 in childhood autism
 Du Yasong, Liu Yi, Xu Taoyuan, Lou Feiying, Chen Xingshi, Chen Wenhong, Fan Juan, 
Qian Yun, Zhao Zhimin, Tang Huiqin, FeiLimin, Zhang Peiying.  Jiang Liangha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目的：研究自闭症儿童的听觉诱发电位 P50。
 方法：记录 30 名自闭症儿童和 40 名普通儿童的 P50 电位，采用美国 Brova 工具。
 结果：相比于对照组，自闭症儿童存在感觉控制缺陷，体现在其 S2/S1 的显着提升。自闭症
儿童的 P50 在治疗后和 20 周的后续随访中没有显着差别。
结论：P50 可能更多是自闭症一个生理器质性的标记。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家长的情绪症状相关
 （Emotional Symptoms and Their Correlates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Cao-hua Yang, Ya-Song Du, Yun Gong, Wen-wen Liu，Stan Kutcher）

 目的：研究家长自我报告的抑郁 / 焦虑水平，家长人格特点和儿童自闭症谱系症状的严重程
度之间的关系。
 设计：横断研究从 2009 至 2011，研究样本包括了 283 名自闭症儿童及其家长。
 方法：566 名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填写了：1）自闭症行为清单（ABC），儿
童自闭症评定量表（CARS）；宗氏抑郁自我评定量表（SDS）；宗氏焦虑自我评定量表（SAS）；艾
森克人格量表（EPQ）。
 结果：34.6% 的父亲和 49.8% 的目前报告有轻度及以上的抑郁水平，11.7% 的父亲和 17.7% 的
母亲报告有轻度及以上的焦虑。分布多元回归结果显示父母的情绪症状与孩子症状的严重程度、个
人的收入、教育程度和父母的人格特质有关联。情绪稳定性（EPQ 中的神经质分量表）与父亲的抑郁
水平（Adjusted R2=0.154），父亲的焦虑水平（Adjusted R2=0.234），母亲的抑郁水平（Adjusted 
R2=0.311）和母亲的焦虑水平（Adjusted R2=0.363）都有显着相关。
 结论：父母的人格特质，而非孩子的症状严重程度，可能才是导致父母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更
大影响因子。研究父母的人格特质是如何影响父母的情绪状态的，会对孩子自闭症谱系症状的治疗
有所帮助。

 自闭症儿童 TSC1，TSC2 基因多态性的家族相关研究。
 （A family-based association study of the TSC1, TSC2 genes polymorphism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LIU Yi, ZHANG Yan-xia, YU Shun-yin, DU Ya-song.（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3,China ）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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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探讨结节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TSC）相关基因 TSC1、TSC2 基因多
态性与儿童孤独症之间的关联。
 方法：利用 SNaPshot 基因分型技术 , 在 97 例孤独症核心家系中 , 对 TSC1、TSC2 基因上
的 8 个 标 签 SNP, 即 rs3761840、rs2809244、rs1050700、rs739441、rs2074968、rs2074969、
rs2072314、rs8063461 进行分型 ;通过 FBAT 软件及 Haploview 软件进行基于家系的单倍型分析。
结果：1）基于家系的关联分析发现 8 个 SNPs 等位基因中有 2 个 SNPs 的等位基因倾向于过传
递（rs1050700 A:Z=2.708,P=0.006769;rs2074968 G:Z=3.244,P=0.001180）, 并 且 经 过 FDR 校
正后 ,2 个 SNPs 仍显示出与孤独症之间存在显着关联性（校正 P 值分别为 0.027,0.014）。2）
rs3761840-rs2809244 基因型的单体型 A-C 显示出显着的传递不平衡 , 双亲较少传递给子女（Z=-
2.297,P=0.021629）。rs2074968-rs2072314 基因型的 2 种单体型即 G-C 及 C-C 均显示出显着的传
递不平衡 , 单体型 G-C 能从双亲过传递给子女（Z=2.596,P=0.009444）, 单体型 C-C 则相反（Z=-
3.657,P=0.000256）。
 结论：TSC1、TSC2 基因可能与儿童孤独症的发生存在关联。

 Hoxa1 基因 a218g 多态与孤独症的关联分析（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HOXA1 A218G 
polymorphism and autism
 Yu Shunying, Du Yasong, Wang Dongxiang, Qian Yiping, Jiang Sanduo.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200030）
 目的：探讨 hoxa1 基因 a218g 多态与中国汉族孤独症的易感性有无关联。
 方法：入组 38 个孤独症核心家系，通过 pcr-rflp 对 a218g 多态基因分型，并进行关联分析。
 结果：a等位基因的频率为0.912，g等位基因0.088，未发现g/g纯合子，a/g杂合子率为0.177。
hardy-weinberg 平衡检验示符合平衡原则，传递不平衡检验（tdt）显示 a 和 g 等位基因没有明显偏
离的传递趋势。
 结论：本研究提示 hoxa1 基因与中国汉族孤独症的易感性无明显关联。

 中国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患病率的系统综述（Prevalenc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mong children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Yumei WAN, Qiang HU, Ting LI, Lijuan Jiang, Yasong DU Lei FENG, John Chee-Meng 
WONG, Chunbo LI.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200030,China）
 背景：中国孤独症和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的患病率缺乏可靠
的估计。
 目的：运用 Meta 分析综合评价中国 18岁以下人群孤独症和 ASD 患病情况 ,并分析其在性别、
民族、城乡等不同因素间的差异。
 方法：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检索系统、中国生物医学文
摘数据库、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 ,收集关于中国孤独症谱系障碍患病率的文献 ,按照
预先制定的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相关研究。采用 R-2.1 5.2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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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共纳入24项研究 ,其中 5项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注册研究（涉及14,570,369名儿童）,19
项来自大陆以人群为基础的筛查和诊断研究（合并样本量为 771,413 名儿童）。港台注册研究报道
的孤独症年患病率为1.8～424.6/10,000。中国大陆的18项研究（剔除一个患病率最低的全国性研究）
报道孤独症患病率为2.8～ 30.4/10,000,合并后孤独症患病率为12.8/10,000（95%CI,9.4～ 17.5）。
5项研究报道ASD（患病率为7.3～ 75.3/10,000）合并后患病率24.5/10,000（95%CI,10.4～ 57.4）。
不同性别、居住地点、发表时间和抽样来源之间报道的患病率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港台注册研究报道的孤独症患病率存着巨大差异（达 200 倍）, 大陆以人群为基础的筛
查诊断研究报道的患病率存在较大差异（10 ～ 15 倍）, 凸显迫切需要建立标准的方法来估计孤独症
和 ASD 的患病率。只有方法学质量得到改善 , 才有可能为这些不常见但严重致残的疾病提供循证的
防治策略。

 7. 合作研究：
 1）培训专业人员使用 ADI-R,ADOS and PEP-3 来进行诊断；
 2）与复旦大学，迈阿密大学，哈佛大学，墨尔本大学合作进行基因研究；
 3）培训培训师。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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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为移民儿童做心理诊断时，尤其要注意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学校与托儿所的环
境因素，	家庭环境因素，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孩子的影响。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了解
学校环境及其对亚裔儿童的影响很关键。学校环境包括一般学校风气，行政人员和教师之间的关系，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以及教师对亚裔孩子和家长的态度。它还包括
老师和学生的种族 /文化背景，课程和教师的学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学校受到欧洲文
化的压倒性影响。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统治了很多代的学校课程。少数民族在美国社会和文明发展
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Bull，Fruehling，与 Chattergy，1992）。由于标准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反映的是
欧洲文化的角度，亚裔学生，特别是新移民，通常要完成双重任务才能在学校取得成功：他们不仅
必须掌握具体教材而且要掌握自己不熟的查询，表达和行为方式。另外，大多数学校教师和职工都
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往往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来判断儿童和家长的行为。于是对来自不同
文化儿童及家长的误解经常发生（Li	&	Vazquez-Nuttall，2009）。
	 家庭环境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社区影响，社会支持，移民的原因和历史，父母对美国的文化
适应水平，儿童对美国的文化的适应水平，在文化适应水平方面的亲子差异，家庭内外文化冲突，
在适应美国文化过程中的压力以及应对策略。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家长对的学校看法，对孩子的问
题的看法，对孩子的目标，以及该如何解决自闭症的看法。
	 不仅老师从自己的文化视角看学生，亚裔父母也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标准判断他们有些美
国化的孩子。因此，华裔儿童经常会遇到来自家庭和学校互相矛盾的期待。通常情况下，学校期待
孩子按照主流文化价值观和规范做，而父母期待孩子按照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做。
	 在评估孩子的情商，社会适应能力或行为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审阅学校档案、访谈老师
和家长。此时，	应当认真审查中国移民儿童是否由于学校 /幼儿园和家庭之间的文化差异被判断为
偏离或病态。
	 在本杂志有关为中国孩子做“自闭症”诊断时需要考虑的文化差异问题的前两篇文中	（Li，	
2014	a,	2014b），	我们谈到了一些应当注意的具体问题，	其中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当评估中国孩子的沟通能力时，有几个因素应予以考虑：一）在家中使用的语言。二），
在讲英语的学校或托儿所呆几年了。尤其是3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可能只接触到他们的家庭语言。三）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会对口头沟通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任何以英语为基础的测验工具都
可能无法正确地评估没有接触过英语的中国幼儿。
	 二、当观察幼儿的社会交往时，最好有一个熟悉的家庭成员在场，因为孩子不熟悉学校的环境，
可能会感到紧张，	影响发挥真正的社交技能。此外，移民的孩子可能已经在本国和在搬迁到美国的
过程中经历了创伤性事件。他们可能会有焦虑和抑郁症状，这可能会妨碍他们在与家庭之外的人们
的正常的社会交往（萨特勒 2008）。
	 三、在评估中国孩子的学校行为适应方面时，应考虑到：有关证据表明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
学生与主流文化背景的学生相比，在适应美国学校文化习俗方面会遇到更多的困难（Dyches 等	，
2004）。
	 四、当采访中国孩子的父母时，应考虑他们的工作因素。由于每天很长的工作时间，有些家
长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因此，他们可能无法对孩子的社会行为提供最准确的描述。
	 五、由于不同的文化规范，在美国用于识别自闭症的问卷中的一些栏目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孩

社会与文化对自闭症的影响

——在为中国孩子做“自闭症”诊断时需要考虑的文化差异问题（之三）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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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例如，传统的亚裔家庭往往教育孩子们不直接看着大人的眼睛是一种表示尊重的方式（Klein	&	
Chen，2000 年），但是，谈话时不看对方的眼睛	（eye	contact）却是自闭症的特征行为之一。
	 六、当使用现有的适应行为量表（adaptive	behavior	scales）评估中国孩子时，我们应该始终
记着适应行为是从某个文化的角度定义的。翻译成中文的适应行为量表不能确保每个条目都对中国
人适用。例如，Li,	Lee,	Waldron	and	Wang	(2005)	对一个广泛使用的适应行为量表对中国人和越南人
的文化适用性进行了审查。他们发现，虽然新版量表内容在多元文化适用方面有了显著改善，但是
在 433 个条目中仍然有 15 个条目对中国和越南移民不太适用。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由于智力测验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准确的适应行为评估对自闭症的诊断
尤其重要。至于什么是与年龄适当的行为，则应考虑在不同的族群中孩子的养育方式。首先，集体
主义的文化价值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依存	（	Rutledge,	1992）可能会影响孩子在美国的适应行为
量表中独立生活能力方面的得分。其次，年龄小的中国和越南的孩子一般都得到较多的庇护（Liu	＆	
Li，1998）。与欧美文化群体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在日常生活方面不太独立。因此，他们很容易得较
低的分。这一点在做诊断时应当考虑进去。但是，上述的文化特性可能会随着其它因素，如美国化
的程度，而发生变化。
	 总之，在为中国孩子做自闭症诊断时，要注意到中美文化差异问题，以便做出公平而准确的
诊断。
作者简介 : 李杰 , 美国东北大学健康科学院咨询与应用教育心理学系学校心理学专业临床训练主任、
副教授 ,	博士导师。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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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自闭症，亦称孤独症，是由于严重神经发育障碍而发生在幼儿时期的精神疾病。2013 年出
版的精神性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第五版（DMS－ V）将所有具有自闭症表现的疾病，包括自闭症、
Asperger	Syndrome	和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都归纳为自闭症症候群（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以下简称为 ASD）。在美国，患	ASD	男女比例为 4.3	：1，ASD	的发病率正逐年增加。
美国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2013 年报告显示，在美国 6 － 17 岁儿童及少年中，ASD 发病率从
2007 年的 1.16% 增加到 2012 年的 2%。目前全世界各国 ASD 发病率平均为 1% 左右。
	
	 临床症状：
	 ASD	的症状通常出现在三岁前。虽然症状和严重程度对每个病儿来说有所不同，但所有
ASD	病儿都表现出与他人互动时的沟通障碍。
	 自闭症儿童的临床表现一般包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社会交往，语言和行为问题。在大多数
情况下，患有严重的自闭症病儿有显著的与人交往障碍，或完全无法与他人互动。有些孩子在婴
儿早期就表现出自闭症状。虽然每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可能有各自独特的模式，但归纳起来，共
有以下	 	
	 常见的症状：
	 （1）社交技巧：与人交往时，具有较差的非语言性的沟通障碍，如缺乏眼神接触。另外，
不能为其名字作出回应，似乎没有听到你在叫其名字。缺乏成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喜欢独自玩耍，
不寻求帮助等。缺乏同情心，感情淡莫，等等。
	 （2）语言：不能说话或推迟讲话，或失去先前获得说单词或句子的能力。不能启动与他人
的会话，或将会话继续下去。
	 （3）行为：执行重复的动作，如不断地旋转物体、用手拍打、每天穿一样的衣服、反复看
一个电影录像等。做事的程序或仪式不变。对于做事情程序所发生的轻微的变化都会感到不安。
可对光，声音和触摸极为敏感，但却可浑然不觉疼痛。
	
	 另外，大多数ASD儿童在学习新的知识或技能显得较为迟缓，有的有比正常智力低的迹象。
部分自闭症儿童有正常的或者较高的智力，这些孩子学得很快，但缺乏社交技巧。少数儿童孤独
症可成为学者	-	他们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如艺术，数学或音乐，会很有天赋。
	
	 患 ASD 高风险人群：
	 （1）ASD 具有一定的家族性或遗传倾向。凡家中小孩中已有确诊为 ASD 者，下一胎可能患
有 ASD 的风险会明显增加。父母其中患有 ASD 者，下一代可能患 ASD 的风险也会增加。
	 （2）父亲生育年龄为四十岁以上者，所怀孕的胎儿患有 ASD 的风险可能显著增加。
	 （3）有遗传性 ASD 家族史者，如有 Fragile	X	综合征家族史者。

自闭症症候群（ASD）

作者：刘枫 MD,	PhD、王钢，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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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治疗：
	 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治疗。但早期确诊，特别是如患儿能在三岁之前获得确诊的话，小儿
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就可尽早对患儿进行社交技能训练，行为治疗，并强化语言学习，这些措
施对于改善 ASD 患者的病程和预后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行为治疗多以家庭及学校为基础的治疗和干预自闭症的手段为主。治疗的目的是最大限度
地提高患有 ASD 孩子的症状社交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支持 ASD 孩子发展和学习的能力，并
开发其潜在智力。
	 具体治疗方案可包括：
	 行为和沟通的疗法：许多程序解决自闭症相关的社会，语言和行为问题的范围。有些方案
专注于减少问题行为和教学新技能。其他专注于教孩子们如何在社交场合采取行动或如何与人沟
通好。虽然孩子并不能消除其 ASD 症状，但他们可以学习或生活得较好。
	 教育疗法：自闭症儿童往往反应良好，高度结构化的教育方案。成功的项目通常包括一个
专家小组和各种活动，提高社交能力，沟通和行为，接受密集的，个性化的行为干预，学前儿童
常表现出良好的预后。
	 家庭疗法：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学习如何玩，并与子女互动，促进社会交往技能，管
理问题行为方式，并教导日常生活技能和沟通。
	 药物治疗：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改善ASD的核心症状，但某些药物可以帮助控制其症状。例如，
抗抑郁药可能规定用于 ASD 孩子的焦虑表现。精神抑制药，有时用于治疗 ASD 孩子的严重的行为
问题。如果患有 ASD 的孩子伴有多动症，可以考虑应用治疗多动症的药。

	 临床分型：1）原发型 ASD，2）伴有其他症状的 ASD。
	
	 临床诊断：尽管大部分原发型	ASD	( 约占	90％）具有遗传倾向，目前临床诊断仅能依靠临
床表现。在美国，大部分患儿在五岁左右确诊，少部分患儿可在14－18个月的时候确诊。越早确诊，
越早治疗，预后越好。
	
	 约 20％的 ASD，其大多为伴随有其他症状的 ASD 的诊断，可借助于实验室手段确诊：
	 A.	单个基因病变所引起的具有其他症状的 ASD：
	 1）Fragile	X:	由 FMR1	基因突变而发病，占 ASD	3%。多推荐进行 FMR1 基因测试。
	 2）Rett	Syndrome:	与 X 染色体相关，由 MECP2	基因突变而在女孩发病，约占 ASD	的 1％，
多伴有小脑症。
	 3）结节硬化症：由 TSC1	and	TSC2	基因突变造成，占 ASD	1.3%.
	 4）PTEN 突变：由 PTEN 基因突变引起 ,	伴有巨脑症。
	
	 B．伴有代谢紊乱的 ASD：
	 1，Phenylketonuria	占 6%，早期诊断并用 phenylketonuria	食品治疗，可痊愈。
	 2，BCKDK 基因突变造成其 mRNA	和蛋白质减少，早期诊断并用支链氨基酸补充，有助疾
病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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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显微镜下染色体排列明显变异有关的 ASD：
	 查染色体的微型排列是否正常。
	 D．伴随有癫痫症状的 ASD，可考虑检测	CNV：
	 15q13.3	del	syndrome
	 15q11-q13	dup	syndrome
	 16p11.2	del	syndrome
	 16p12.1	del	syndrome
	 17q12del	syndrome
	 17q21.31	del	syndrome
	 BCKDK
	 CNTNAP2
	 NRXN1
	 SLC6A8	(males)
	 TMLHE	(males)

	 E．伴有面部及全身肢体异常的 ASD：
	 属于 del/dup	syndromes

	 F．男孩伴有弱智表现的 ASD：
	 查 NLGN4，SHANK1-3，TMLHE。

	 G．越来越多的无伴随症状 ASD 患者，或者称为原发性 ASD 的患者，亦可用最近发展的实
验室技术检测：
	 1）查来	位于 15q11-13	位点上的 UBE3a	突变及复制情况有助于预测或者诊断 ASD。
	 2）查胎盘滋养层色含体数目，如果平均数超过二个以上，有助于预测或确诊 ASD。
	 3）可用眼神跟踪技术了解早期婴儿眼睛与他人接触的情况，为早期诊断ASD	而积累资料。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专家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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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座谈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社会认知特征

金宇，MD,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系，儿童青少年体质与行
为研究中心 , 广州市中山二路 74 号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指具有不同程
度社会交往障碍和不寻常兴趣行为模式的一组
个体，包括既往诊断标准中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Asperger Syndrome）和不典型孤独症者在内。
病因不明、儿童患病率攀升至 1/68，使 ASD 成
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激发多领域的研究和治
疗。然而，自首次报道孤独症个案至今年已有 71
年历史 , 人们对孤独症的认识历经风雨波折，治
疗手段也五花八门。但孤独症的重要特征是社会
交往能力不足、最有效康复途径是早期发现和早
期干预则始终可以达成共识，而干预重点和难点
正是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
 社会交往能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能
力之一。正常新生儿与生俱来就偏爱社会信息，
积极接收和回应着社会线索。婴儿即通过发声、
姿势、表情等非言语方式传情达意，逐渐发展出
分辨陌生人、对愉快和悲伤表情做出不同反应的
能力。至 2 至 3 岁具备基本的言语和非言语沟通
能力，交往空间从亲子向邻里、同伴和陌生世界
过渡，社会技能趋于复杂。新生命就这样经由社
会化过程实现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和顺应，否则就
会有自我中心式的不寻常行为。后者往往是 ASD
的早期征兆。（2013 年，我带领研究组用婴儿社
会认知筛查、社会适应水平评价、Gesell 发育诊
断和精神科医生的临床诊断的系列程序，筛查了
广州市黄埔区三个社区卫生中心，共有 1001 名
6 月龄至 3 岁的婴儿参与该筛查研究，）近十余年 ,
我的研究从 ASD 早期征兆到学前期和学龄期社会
化障碍特征，从 ASD 社会认知发展的脑部神经机
制到儿童期社会技能提升，对 ASD 儿童社会认知
领域的障碍进行了系列研究。
 在 社 会 认 知 领 域，S.Baron-Cohen 早 在
1985 年即提出孤独症存在“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 另有译为“心灵理论”或“心智解读”)
缺陷 , 即缺乏推测他人意图、需要、信念、情感
和愿望的能力 , 并可以解释他们的自我中心行事

方式。之后多项研究证实孤独症个体确实存在不
同程度的思维和情绪解读障碍，并与智商相关，
与神经系统前额叶、颞叶、杏仁核等“社会脑区”（社
会功能的生物学基础）发育不足存在相关。然而，
未知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孤独症儿童是否存在
心理理论发展的差异？是否随年龄增长，孤独症
儿童可以同正常儿童一样发展心理理论相关能力
呢？
 我们研究组从 1999 年开始在孤独症社会
认知发展领域进行了系列研究。首先，对 1095
名广州市幼儿进行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测评，获
得了 3-7 岁正常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基线资料。
同时依据 DSM-IV 确诊的孤独症儿童 20 名，实际
年龄为 3-7 岁，发育年龄相当于 3 岁者 10 人，
相当于 4 岁者 10 人，测试他们在经典心理理论
测试任务—“错误信念”(False Belief)”（站在他
人立场推测其行为）和哭泣表情理解测试中的表
现。按照实际年龄比较，正常组 5-7 岁儿童的通
过率明显高于 3-4 岁儿童，7 岁儿童可以全部通
过测试，得到最高分；而孤独症儿童平均得分明
显低于正常儿童，且没有出现年龄差异。按照发
育年龄比较，孤独症个体在错误信念测试的通过
率为 10%，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57%（X2=17.15，
P ﹤ 0.01），对哭泣表情识别和理解的通过率
50%，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77%（X2=7.70，P
﹤ 0.01）。结果说明孤独症儿童的心理推测能力
落后于发育年龄相当的正常儿童，并且不随年龄
而发展，表现出发展迟滞的特征。研究结果验证
了孤独症儿童具有“心理理论”缺陷，还证实这
组学龄前期孤独症儿童能识别悲伤表情，但无法
合理解释情绪的原因。对于智力处于正常水平的
阿斯伯格综合征而言，上述测试中会有怎样的表
现？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学龄期阿斯伯格综合征
在心理推测能力测试中的表现，结果显示，与同
龄儿童比较，错误信念测试成绩低于正常对照组，
对哭泣表情可以正确识辨，但对哭泣表情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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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困难，明显差于正常儿童，往往做出离奇
的解释。那么，除哭泣表情外，孤独症谱系儿童
对其他表情理解如何？为消除表情中微妙的文化
差异，我们研制了中国人物静态表情图测试工具，
用于评价高功能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对
中国人基本表情的识别和理解能力。结果发现，
他们对基本表情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尤其对高兴
表情，大多数基本可以正确识别，但对负性表情
的分辨存在较大困难，与正常儿童有明显差异。
 然而，表情图片是静态的，没有日常生活
情境做背景，对发展中的儿童来讲，辨认静态单
一表情可能本身就不容易，尤其是负性表情的区
分。考虑到理解无背景的表情图片可能受到生态
学效应不足的影响，我们使用了日常生活情境图
片中人物表情匹配任务，以增加生态学效应，但
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仍然表现出较低的正确率，
进而推测伴智能不足的孤独症儿童可能更加困难。
 除表情理解和他人想法解读方面存在困难，
我们研究进一步证实，智能正常、有语言能力的
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对语言的理解仅停留在字面
意思，不会结合情境灵活推测和理解。这在复杂
的现实生活中，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交障碍。比如，
人们经常使用隐喻或反语或省略来表达情感，但
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对隐喻和反语的理解不到位，
只做字面上理解，不能根据上下文或谈话场景猜
测其含义。说明其处理人际关系时推测他人真实
意图和情感的能力有限。
 上述心理理论发展受限，必然影响其社会
交往和人际沟通。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是与其生活
环境和周围人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的，感官察觉
和生活事件中的体验使其逐渐增长对周围事物的
认识，增长人际交往能力。遵循正常儿童发展的
轨迹，针对孤独症谱系儿童上述能力缺陷特点，
我们设计了小组培训课程，对 10 位在学龄前期
的孤独症谱系儿童进行了为期 8 周的训练。根据
发育水平接近原则分为两组分别进行训练。小组
培训与个别培训的区别是可以创设学习情境，使
组内儿童产生相互影响，经由其他儿童的活动和
示范效应，不需借助太多语言指导，儿童即可以
经由观察、模仿和体验，迅速提高学习效果。培
训过程的设置中，我们充分考虑到孤独症谱系儿
童个体差异较大，每个儿童有不同的特点，如视

听皮肤等感官敏感性不同则需采取不同的安抚方
式或协助方式，为达到最佳的小组训练效果，避
免儿童的个体差异阻碍小组训练进程，我们采取
一位训练师陪同一名儿童的方式，在小组训练过
程中个体化地提供辅助。训练师均受训于心理疾
病临床诊疗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担任，另有一位训
练师作为主导。训练课程的要点和目标是提高：
自我和他人的认识（认识自己和老师，认识同伴），
观察与模仿（音乐节奏下和拍动作训练，简单体
操中肢体动作训练），规则理解（藏与找和老鹰
抓小鸡游戏规则，行为奖励规则，轮替规则），
情绪体验和理解（游戏和分享活动中体验和描述，
解读他人表情和归因，情境中情绪控制），沟通
互动（非言语方式如目光对视、身体姿势和手势、
使用简短语言）。儿童受训的同时，家长也接受
每周一次的训练策略辅导，课后在家中训练儿童，
以强化和巩固学习和记忆。经过八周的训练，对
儿童训练前后行为表现评价和比较，证明上述课
程目标得以实现，训练后比之前在自我认知、关
系建立、观察和模仿、规则理解、表情识别、行
为自控、表达需求等几方面均有明显提高。
 ASD 儿童在早年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认
知障碍，经小组社交训练可明显提高社会技能，
说明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的重要作用。然而，只
有发现 ASD 病因，才能彻底找到预防和治疗的方
法。在病因学方面，我们也开展了初步研究，如
给 SD 孕鼠施加振动应激后观察子代社会行为和
学习记忆改变，证实孕早期和孕中期是子代社会
行为和学习记忆受损的敏感期。使用功能磁共振
技术（fMRI）, 证实 ASD 儿童脑部神经网络中存
在广泛白质连接的异常，这种异常既有白质发育
不良，也存在功能连接的不足。这意味着 ASD 儿
童社会能力不足有明确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尽管
ASD 儿童存在岛状功能增强（表现为记忆、音乐、
数理等某些方面能力常超），尽管常规医学检测
项目难以发现这些微小异常。而这种神经发育不
良可能早在胎儿期即已产生，遗传脆弱性、胎儿
期营养不良、妊娠期糖尿病、毒物接触等多种因
素相互作用是目前 ASD 的致病假说，证实其机制
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
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专家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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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辅助的儿童孤独症早期干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陈靓影

	 儿童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发生于儿童早期的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
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
虽然孤独症发现于 1943 年 , 但是对孤独症的研究与治疗直到 20世纪 80 年代
才得到真正重视，国内外研究者深入研究儿童孤独症的病因，但至今尚未完全
阐明，治疗就更加困难。很多研究人员怀疑孤独症是由基因控制，再由环境因
素触发，目前尚无任何有效药物可以治疗，只能靠长期的教育干预帮助患儿逐
渐好转，否则将导致终身残障。在发达国家，有很多干预训练机构及专业训练
人员来帮助孤独症儿童，使他们能恢复到正常儿童的社会交流能力。我国对孤
独症儿童的教育干预方法和评估有一定研究，但对孤独症儿童的教育训练机构
较少。我国孤独症的发病率以每年 10%—17%速度增长。卫生部在 2010 年 7
月正式发布《儿童孤独症诊疗康复指南》，《指南》强调儿童孤独症的最佳治
疗时间一般在 6岁之前，其早期的正确诊断和干预训练非常关键。我国专业
康复机构少，康复训练人员严重不足，孤独症儿童的个体差异性大，康复训练
人员的技巧和耐心十分重要。为了使更多孤独症儿童在最佳康复训练年龄得到
干预训练的机会，避免导致不可逆转的终身残障，很有必要运用先进的计算机
科学技术配合康复训练人员来帮助孤独症儿童，切实拯救数百万孤独症儿童及
其家庭。	

	 社会交流能力是儿童学习的
基础，孤独症儿童由于缺乏社交能
力，其学习过程比正常发展的儿童
更加困难。最新研究证明了计算机
辅助学习对孤独症儿童的有效性，
因为孤独症儿童对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感到不适应，他们更易于接收电
子技术设备。通过计算机可以创造
一个安全的、可预测控制的训练环
境，更有助于孤独症儿童的学习。
研究表明，学习者在多模态互动环
境中比在单一模态非互动环境中能
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本研究为提高孤独症儿童社
会交流能力提供一种智能化学习新
方法。	通过建立多模态（视觉、
听觉与触觉）的人机互动学习环境
(见图 1)，让孤独症儿童可以在一
个自由空间里探索不同社会场景；△	图 1	多模态人机交互学习环境

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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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	共同注意力训练▲	视觉追视训练

结合儿童发展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等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设计学
习目标、创建相应的计算机辅助学习系统 , 该系统包括 6大学习模块以及 220
个学习活动 ( 见图 2)；通过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技术实时检测儿童的注意力、
识别表情以及跟踪学习进展；根据学习过程中儿童的学习行为来自适应调整学
习活动，以满足不同儿童个体的社会认知需求，充分体现以儿童个体为中心的
学习理念。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	能力训练 ▲	生活常识训练

▽	图 2 学习活动例图



北美醫學與健康 32第七卷第三期（总37期）二零一四年六月

无
针
针
灸
治
疗
自
闭
症

	 针灸疗法的特点是安全，廉价，方便，有效。无针针灸将这些
特点加以发扬光大。中国著名生理学家，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教授将多
年对针灸作用机理研究的理解运用于对自闭症疗法的尝试。他和他的
团队在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its	 impact	on	plasma	 levels	of	arginine-vasopressin	and	
oxytocin:	A	prospective	single-blinded	controlled	study”	的临床研究
论文。论文记述了对 76	个自
闭症儿童（2 － 7 岁）进行的
单盲对照临床实验。其中 39 个
儿童完成了 12 周的功能行为训
练（对照组），37 个儿童完成
了 12 周的功能行为训练加经皮
电针治疗（治疗组）。治疗组儿
童在一些方面呈现出显著疗效，
同 时 血 液 化 学 指 标（AVP 和
OXT）出现平行变化。当对这些
自闭症儿童进行分型后，发现兴
奋型对治疗无反应，被动和冷漠
型的行为和血液化学指标均有反
应，互相提供佐证。此临床实验
结果提示，经皮电针有可能通过
调节体内 AVP 和 OXT 的水平对
自闭症儿童产生疗效。作者预期
在下期临床实验中以更多的病例
和更长的治疗周期带来更加明确
的结论。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
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
的讲演稿）

韩一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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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死亡原因之一，其中 70% 以上为缺
血性脑梗死，绝大多数存活者有不同程度的运动、感觉和认知功能障碍，其中运动障碍最为常见，给患者、
家庭乃至社会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许多研究探讨了脑皮质损伤的恢复对功能的影响，而较少关注皮质
下白质结构的变化与神经功能恢复的关系。脑白质的主要功能是确保全脑神经冲动的平稳传导，使得信
息能够在许多空间上分离但功能上联系的脑区之间整合，达到冲动的同步化。白质纤维的损伤必然导致
大脑灰质内神经元个体相互交流困难，出现运动、感觉、认知等各种功能障碍。脑梗死后的白质损伤包
括病灶内直接的白质破坏和病灶周围乃至远隔区域继发性华勒变性（wallerian degeneration, WD），指
近端轴突或细胞体损伤后远端轴突及髓鞘层的退行性改变。研究 [1.2] 提示，脑梗死后运动功能障碍与白
质通路损伤而非梗死灶本身关系更加密切，神经功能的恢复与脑白质损伤的修复存在相关性。
 运动训练是脑卒中临床康复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能有效改善卒中后受损的神经功能，一般认为
与促进皮层代表区重组、突触再生、树突分支等有关。成年人脑白质的结构并非固定不变的，在学习复
杂或新的技能后，如弹钢琴、阅读，相应功能区的脑白质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表现为体积、结构组织、
功能连接均增加，可称之为脑白质改变（或称重塑）[3]。在脑卒中后的运动再学习过程中，运动训练能
否促进脑白质发生类似的适应性改变，以介导功能的恢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最近，Lingdenberg 等 [4]
的研究提示，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上锥体束的损害程度是运动障碍有效的结
构性标志物，所有下行运动纤维的完整性，而不仅仅是锥体束，可以预测卒中后运动功能的恢复程度。
 脑梗死本身可激活脑白质修复过程，但由于受到不利微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多种轴突和髓鞘
形成的抑制因子的影响，轴突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影响功能的恢复 [5]。最近实验研究 [6] 发现，
强制性运动（constraint 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CIMT）可以下调脑梗死后轴突生长抑制因子的表
达和锥体束的生长，促进功能的恢复。我们的实验研究表明，脑梗死后进行常规的跑笼运动训练（类似
于人类中等强度的跑步训练）亦可以下调轴突生长抑制因子 Nogo-A 及其受体和下游信号 Rho-A 的表达，
促进轴突再生，改善运动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 Sterr A, Shen S, Szameitat AJ, Herron KA. The role of corticospinal tract damage in chronic 
motor recovery and neurorehabilitation: a pilot study. Neurorehabil Neural Repair. 2010; 24:413-9.
[2] Caria A, Weber C, Brötz D, et al. Chronic stroke recovery after combined BCI training and 
physiotherapy: A case report. Psychophysiology. 2011;48:578-82.
[3] Fields RD. Change in the Brain's White Matter. Science. 2010; 330:768-9.
[4] Lindenberg R, Renga V, Zhu LL, et al.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corticospinal motor fibers predicts 
motor impairment in chronic stroke. Neurology. 2010;74:280-7.
[5] Giger RJ, Venkatesh K, Chivatakarn O, et al. Mechanisms of CNS myelin inhibition: evidence for 
distinct and neuronal cell type specific receptor systems. Restor Neurol Neurosci. 2008;26:97-115.
[6] Zhao S, Zhao M, Xiao T, Jolkkonen J, Zhao C. 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 
overcomes the intrinsic axonal growth-inhibitory signals in stroke rats. Stroke 2013;44:1698-1705.

运动训练促进脑梗死后白质重塑改善运动功能

温红梅，李超，张婵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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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闭症现状的几点意见

Tad	Pu	MD，北京和睦家医院

	 此次在中美自闭症交流会上我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我只在杜教授有关中国自闭
症的演讲的基础上再介绍一下中国目前在自闭症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的情况：

	 国内总体对自闭症的诊断水平较十年前大有提高，许多一线的儿科，儿保医生已
经可以识别自闭症的症状，尤其是典型的 cases，由于资讯的普及，大众对自闭症认识也
有提高，许多 cases 都是由幼儿园老师或是家长自己带来就诊的，然而，国内对一些高功
能的自闭症或是Asperger 早期鉴别的能力有待提高，也因此临床上出现许多“自闭症倾向”
的诊断。国内基层医生需要普及对自闭症的早期筛查和诊断的培训！

	 自闭症的治疗方面，目前是以行为训练 ABA 为主，然而全国各地训练师水平良莠
不齐，获有BCBA资质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机构都是民办的，国家尚无系统指导和监管，
各地本科院校没有自闭症专业，与自闭症训练密切相关的语言训练师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ist)	和职业训练师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培训专业更是处于启蒙状态。

	 其它和自闭症有关的治疗，如：药物治疗，生物学治疗，中医治疗等也都是参差不齐，
甚至鱼龙混杂。

	 我们希望可以扩大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合作和互动，以助于更好地帮助中国的自
闭症儿童和人士。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医学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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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伙伴和自闭症儿童的成长 (Life Buddy for Autism)

罗泽堃	(Andrew	Z.	Luo)

波市顿拉丁学校

	 在美国，	68	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儿童有自闭症障碍。	自闭症儿童	有社会交往，	语言交
流的困难。	许多自闭症儿童的研究表明，	同年令朋友的支持和交往是有效的方法	促进他们	
的发展。这种方法使自闭症儿童在自然的社会环境中培训社交的能力。
	 我很有幸参与“一辈子的朋友”	项目。	这个项目通过形成友谊的方式来帮助自闭症的
儿童提高社交能力，	帮助他们的学习	和职业的发展。这个项目也致力于提高社会对自闭症儿
童的认识，	并促进大众对自闭症儿童的关怀和帮助。
	 在第一次和睿萌交往时，	我发现他活动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他走来走去，	自唱自听，	
也不注意其他人和他谈话。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和他的交往，	我发现和他谈的越多，	就越容易。	
睿萌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	他有他自己的爱好	和喜欢的活动。	但是与人交谈对他来说就很
困难。有一次，	我们一起玩一个游戏。	我发现他能坐下来并且专注很长一段时间。	他很清
楚这个游戏规则，	也很有兴趣。	在开始时，	他并不主动与我交谈。	但是当我问他问题时，	
他很愿意回答。不久，	他主动向我介绍他在 Youtube	上所喜欢的音乐。	我们也有机会一起
在实验室作义工。	刚开始在工作环境中，	睿萌很紧张。	他一直走来走去，	不能集中注意力。	
我试着鼓励他并提醒他	应该作的事情，然后	他能够重新进入工作状态。我发现不段的鼓励对
他是很有效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能有耐心去理解他的个性，	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友好的
朋友，	而且他有能力完成该作的工作。
	 让我们大家都来伸手帮助这些有自闭症儿童的需要，使他们在有关怀的环境中茁壮成
长，并且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潜在的能力。

（来自 2014 年 5 月 25 日美中医学交流学会国际自闭症论坛的讲演稿）

医学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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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互动，音乐共鸣

---ACMES春季盛会，自闭症论坛暨音乐会纪实

牛江河博士

	 美中医学交流学会（ACMES）于 5月 25 日在哈佛医学院贝斯以色列医院成功举
办了 2014 春季学术会议，包括第五届常见病讲座及国际自闭症论坛两个主题。25位美国
和来自中国的医学专家教授、主任、资深研究员先后在两个会场的会议上做了高水平的精
彩讲演，涵盖了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医和西医，各个不同的领域，内容极为丰富。百余位
各地医生及医学研究人员出席盛会。美中医学交流学会会长孔学君医师致开幕辞，介绍了
会议日程，学会宗旨，旗下杂志，医学教育与国际交流项目以及所属自闭症研究所的工作
进展，拉开学术盛会的序幕。
	 在“第五届常见病讲座”的会场，著名的教授、专家、研究者和临床医生的报告包
括糖尿病最新治疗模式变化，胃酸返流的最新管理，肝炎及肝癌的治愈希望等等。著名内
分泌专家 Tamer	Yacoub 重点介绍了糖尿病新药 INVOKANA的作用机理，适应症，以
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该药仅适用于二型糖尿病，对于有肾功能异常者要慎用，还可以引起
高钾及低血糖。哈佛大学医学院New	England	Baptist	医院消化科主任 Tom	Liu	医师则
详细介绍胃酸返流的临床诊疗方面进展及流程，胃酸返流非常常见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
是引起胸痛的一个重要原因。哈佛大学医学院以色列医院肝病科主任Nezam	H.	Afdhal 医
师针对乙型肝炎的临床进展展开讨论，介绍了几种新药的优缺点及临床指南，来自纽约大
学医学院的肝病教授潘启安医师就肝性脑病的治疗及干预措施做了精彩讲演，阐述了肝硬
化的预防及进展。以色列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Grace	Perez-Lirio	报告了胰腺癌的疑难病
例并进行讨论，哈佛大学附属布鲁根妇女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闵乐则做了一例罕见的尿
崩症病例报告。接下来四位来自麻省总院及Spaulding	康复医院的学者做了关于中风康复
及大脑影像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评述。
	 在“国际自闭症论坛”主题中，哈佛麻省总院小儿神经教授Martha	Herbert 作了
“为自闭症及家庭适用的全身疗法”主题
报告，强调了大脑疾患与全身各系统的密
切关系，分析了影响自闭症发病的诸多环
境因素及相应干预，上海交通大学小儿精
神病主任及教授杜亚松，任中国小儿精神
卫生学会付主席，介绍了中国自闭症概况，
诊断及干预的进展及临床研究状况，自闭
症的发病率也像美国一样持续上升。之后
自闭症论坛开设 3个专题研讨，在自闭症
的基础研究专题有来自纽约康奈尔大学的
王钢教授介绍CaV1	家族中亚型	Ca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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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NA1C）钙离子通道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来自康州的Helen	
V.	Ratajczak 研究员及课题带头人介绍了她对 10 余种激素及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发现，她
取样唾液比较容易，波士顿儿童医院遗传室主任吴柏林教授介绍了自闭症基因学方面进展
以及他的研究成果，自闭症药界专家Ming	Tong 医学博士及研究员介绍了自闭症新药开
发及临床实验的最新进展。在临床与创新主题，William	Stone 教授讲演了自闭症所并发
的其他精神疾患，发病状况及干预措施 ,		东北大学心理学教授 Lieh	Li 介绍她的自闭症心
理学研究成果，着重文化因素对于自闭症的影响，来自纽约的刘枫教授分享了她多年从事
自闭症诊断治疗的 经验及最新发现，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母亲儿童健
康系副主任Yu	Jin 医师，介绍她研究
的自闭症早期干预 和神经心理机制，
华中师大国家工程 中心教授陈靓影，
她介绍了他们研发 的计算机辅助下
的自闭症干预系统 及应用，来自北京
和睦佳医院的 Tad	 Pu	教授介绍了他
的自闭症门诊及临 床研究工作。在自
闭症的自闭症替代 途径主题研讨中，
来自西雅图的韩一 虹研究员（中国著
名神经生理专家韩 济生教授的女儿）
介绍韩教授无痛针 灸治疗自闭症的
研究成果及临床疗 效，哈佛Mclean
医院的 David	Lee	 教授则讲演其中
药治疗自闭症的研 究，新英格兰配
光学院的Richard	Laudan	教授讲述了自闭症的视力障碍及干预措施，Beverly 医院的
内科医师William	Wilson 则就自闭症与饮食的关系展开讨论，他阐述了碳水化合物综合
症可能与不少精神方面疾患相关，包括自闭症。在午间会议上，孔会长向与会者介绍了学
会自闭症研究所的历史及项目，美中医学交流学会旗下的 Lifelong	Buddy 项目由 3位初
高中学生介绍，该项目由McGuill 大学生 Andrew	Wilford	和高中生王睿萌（Raymond	
Wang）结为“life	time	buddy”创立并在去年的自闭症大会推出，王睿萌介绍了他一年
来在该项目的学习及工作进步，心得体会，Latin 学校高中生Andrew	Luo 介绍这一年参
加该项目的感受，并介绍和自闭症儿童一起参观医院研究所的活动，以及项目的宗旨是为
自闭症个体选择“终身伙伴”帮助他们升学就业融入社会。该项目另一位骨干成员初中生
王博然（Bryan	Wang）	也上台助阵讲演。他们几位还在会场设置Poster	做宣传。
	 由美中医学交流学会主办和赞助的晚间大型音乐会的主题为“献给自闭症儿童的
爱”，这场音乐会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音乐中心和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心脏所在地 Jordan	
Hall	隆重举行。
	 白云女士主持晚会，ACMES会长孔学君致开幕辞，她指出自闭症发病率逐年增长，
根据最新CDC的资料，每 68个美国儿童就有 1名患有自闭症，自闭症影响着千千万万
的个体及家庭，已成为 21 世纪流行病，应引起全社区的高度重视，她呼吁大家关爱自闭
症群体，支持自闭症的教育与研究，帮助自闭症个体发挥专长回馈社区。她代表学会感谢

本刊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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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表演者，赞助者及每一位观众的爱心
奉献。
	 华中师大音乐学院音乐演奏副教授甘玮的
小提琴独奏曲“梁祝”，青年歌唱家吴影
学生伴唱的“化蝶”，孔令荻领唱，深情
地倾诉着人类的爱、关怀的情感。自闭症
少年王睿萌独唱“纯洁的羔羊”，他独特
的美声和音质深深地打动了听众，有别于
各种专业表演者的表演，不少人禁不住热
泪盈眶。在他不疾不徐、轻轻的声音里，

我们似乎可以听见自闭症儿童灵魂的呼唤。吴影指挥的Acton	小星星歌唱团的小姑娘们
献上“挥着翅膀的女孩”那种童稚甜美的和声如同春天的小溪流淌，天使舞蹈队的小天使
们如花似玉，翩翩起舞，为大家呈上“桔梗谣”及“草原欢歌”使人们随着轻音乐扶云而上，
在优美的旋律里温柔的牵手。接下来，古筝专业演员翁慧演奏了六首古筝名曲，并与多种
西洋乐器合奏，颇有创意，缓缓的前奏，有力的间奏，直至高昂的最强音，春雷一声一声
地回荡在音乐厅的上空，春天的爱久久地弥漫在人们的心头。至此，	自闭症之爱音乐会
圆满成功，令人余味无穷。
	 为期三天的国际自闭症论坛除了 25日大会外，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教授杜亚松，华
中师大国家工程中心教授陈靓影，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母亲儿童健康系副主任金宇博
士，华中师大音乐治疗副教授甘玮，以及北京和睦家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濮正璋博士等一
行从中国来的专家学者在美中医学交流学会会长孔学君医师、副会长宋一青教授、其他核
心成员王朝曦博士，张伟博士，牛江河博士，小儿精神病专家Hon	Ho 及成人精神病专家
Albert	Yueng 医师的陪同下参观了McLean	精神病医院大脑影像检查中心尤其是MRI
操作室，随后又参观了波士顿儿童医院。最后来到了麻州精神卫生中心听取了麻州精神卫
生中心神经心理培训和临床服务主任William	Stone	对中心的介绍以及和中国学者交流了
各自对自闭症研究的心得体会。次日参观了麻省总院 Transcend	研究项目主任	Martha	
Herbert 医师的实验室参观，了解了神经发育障碍的治疗研究和神经科学评估的现状。然
后到了Spaulding	康复医院，王青梅医师带领众人观看了用于康复的水上疗养中心，体
操锻炼中心，病房及动物实验室。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中国、美国的专家们表达了进一步
对研究、治疗、交流、培训的共同合作愿望和一些可行的方法和渠道，金宇医师还提到
了中国这一广阔天地对美国专家学者的需要，并
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方式。学会为参加论坛的中美
专家颁发奖状，纪念品。中美专家合影留念，学
会还组织中国专家参观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学
院，自闭症学校等，并针对具体项目对接。这次
参会的五名中国专家代表着未能成行十几位各地
专家，聚焦自闭症中美交流将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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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华人医师协会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hysicians, Mid-Atlantic Chapter，ACAP) 于五
月三十一日下午，在美京华人活动中心 (CCACC)CCACC 的音乐大厅里，举行了「成医之路」大型
医疗教育和培训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华人医师协会十一名华府精英医师，从高深的医学学府
里走进华人社区，向年轻一代和家长们展示他们熟知的医疗世界，并解答大家的疑惑。在长达五个
半小时的活动时间里，医师们以一贯的高效率，井然有序地完成了三项培训工作。
 第一部分，面向有志于就读医学院的大学生们，以圆桌会议的形式，由眼底病专家锺耀辉医师、 
NIH 的感染病专家刘春燕医师、医学教育专家 Dobbin Chow 医师、内科专家崔巍医师及 Howard 大学医
学院三年级的 Tuo Dong 同学，畅谈自己职业选择的感悟，并一一回答对家长和大学生的提问。
 第二部分里，美国内科学会马里兰分部主席（Governor,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Maryland 
Chapter）Dobbin Chow 医师热心地做了长达 90 分钟的报告，从招生主任的角度详尽地介绍了美国住院
医师的申请过程。Dr. Chow 从 1991 年起，一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附属的 Sinai 医院和 Good 
Samaritan 医院做内科住院医师的 Program Director，是着名的医学教育专家。他在报告结束之后，继续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
 压轴的是住院医师面试培训。来自 NIH、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和 Shady Grove 医院的 10 名主治医
师分别培训了 25 名即将在明年竞争美国住院医师职位的华人准医师。他们对每一个申请人耐心地讲
解面试要点、进行模拟面试、给出反馈意见、提供加强面试技巧的建议。参加培训的 25 名准医师既
有美国医学院在读学生，也有中国医学院毕业生；有人来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还有几位来自北京、
上海和广州的年轻医学生。他们以优异的 USMLE 医学成绩、出色的美国实习经历、和熟练的英文
交流技巧，令人刮目相看。在大陆医患关系极为恶劣的今天，他们能够逆流而上，不远万里来到医
疗领先的美国，追求自己的梦想，其对医学的热忱和执着，令人感动。
 策划和组织此次活动的崔巍医师，向接受培训的医师们提出殷切期望：服务华人社区是华人
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华人医生加入行列，为提高华人社区的健
康共同努力。
 合办单位 CCACC 除了免费提供场地，事前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使得活动能够顺利完成。
周武屏医师和李家裘医师大力扶助，周医师还在百忙之中亲自到场。提供跨国医疗服务的「华美医道」
医疗谘询公司总裁田健民医师和副总裁沈雯医师也亲自出马，给予赞助。另外，三位即将进入住院
医师培训的准医师全力帮忙，显示了他们未来的实力。特此鸣谢！为了这样的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鼓励参加活动的听众和社区向 ACAP 捐赠，支持自己社区的医疗教育事业。

★备注 --- 参加面试培训的主治医师，请见「成医之路」大合影（左起）：崔巍医师，内科专家，
Suburban 医院 / 约翰霍普金斯医疗；陈琦医师，预防医学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何杰医师，内分
泌专家，NIH；田健民医师，消化专家，Mayo Clinic（梅奥医疗）; 沈雯医师，肾病专家，Beth Israel
医院 / 哈佛大学医学院 ; 刘春燕 (CY Lau) 医师，感染疾病专家，NIH；袁荣文医师，疼痛康复专家，
Shady Grove 医院；于涛医师，内科专家，Shady Grove 医院；杨钊医师，心脏麻醉专家，约翰霍普金斯
医院；锺耀辉医师，眼底病专家，Cleveland Clinic；另两位在活动举办之前作了大量工作，但因为开
会不能到场的主治医师是姜宁医师，心脏病专家，布朗大学及王润生医师，风湿免疫专家，NIH。
（美国华人医师协会供稿）

崔巍医师

成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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