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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新预测显示，帕金森病的发病率将出现惊人的上升。如果预测准确，我们将会迎来一
个新的发病高峰，因此，对帕金森病的关注显得更加迫切。据估计，到 2030 年，世界
上几个人口大国的帕金森病患者数量将会增加一倍，达到近 3000 万。这些不断上涨的
统计数字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真切切的。这一状况与人口老龄化有关——年龄
是帕金森病一个不能避免和不可否认的危险因素，帕金森病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
提高。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活到 100 岁，我们将会被迫面临严重的帕金森病的
治疗问题，这也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危机。
作为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的全国医疗总监，我先后遇到过成千上万的帕金森病患者、
家属和朋友，我发现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究竟我做些什么才能改善我和身边人的生活
呢?” 所以，我撰写这本书，期望帮助世界各地的帕金森病患者及家属解答这个问题。
怀着这种信念，我的团队尽可能地把这本书翻译成多种语言，以便把希望和如何幸福的
带病生活的秘诀传播到全世界。
* * *

引言
“你患了帕金森病”这几个字的诊断真伤透人的心，它让全球每年五万名病人体会到梦
想破灭的痛苦。 确诊的打击过去后，“能否根治”这四个字又困扰着患者。目前，我
们仍不能根治这个病。因此，每位患者都会在确诊后慢慢步入一条充满着步履迟缓和震
颤症状的道路。
19 世纪中国一位著名的作家鲁迅说过：“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
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1]每一代的帕金森病患者都经历
过这条漫长的道路。有些健康的人有时也会与帕金森病患者一起，帮助这些病人，让他
们看到希望和曙光，而且为寻找治疗帕金森病的科学方法提供巨大帮助。

数以万计帕金森病患者的心声深深地触动了我，他们丰富的病史和经验激励着我们去寻
找治疗帕金森病的办法。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探索未知的治疗办法与了解已有的治
疗经验同样重要。因此，本书将挑选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并勾画出帕金森病患者迈向幸
福和有意义生活的途径。在这本书里，我们会介绍治疗帕金森病的重要资料，以及大家
时常忽视的事情。明白治疗背后的理念可大大增进患者、家人和照顾者的相互了解，而
建立正确的信念则会令帕金森病患者的生活更快乐和充满希望。
当我第一次见到病人和他的家人的时候，乔治好奇的一瞥和一声长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这情景使我想起在职业生涯早期到纽约和 Michael J. Fox 帕金森病研究基金会
工作的旅程。我是最早接受 Michael J. Fox 帕金森病研究基金会支持的学者之一。当
我坐下享受晚餐时，一个来自 UCLA 大学的男士惊奇地问他的朋友：“他是 Okun 吗? 怎
么那么年轻? 我们以为专家应该是很老的。”他太太也表达了类似的话。有人还以为我
会因此而不悦。然而，事实上，我非常享受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因为这使我走进他们的
生活，引领他们奔向希望之路。多年来，我从患者身上学到很多，而他们的旅途亦变为
我的旅途。

我从我父亲那里学到了感知和发现生命中重要时刻的能力。乔布斯（Steve Jobs）曾对
他的团队说：“这里每个人的当下感受都将影响未来。”同样地，当我第一次见病人的
时候, 我会特别注意这种感受。病人常告诉我他们和家人的秘密，而我也得到他们的信
任，且被他们视为生活的密友和顾问。很快地，大家都把我所有的联络资料、电子邮
件、留言信箱和网址一一记录下来，而我也明白大家重视我说的话。
我经常提醒自己记住 Steinbeck 说过的话:“一段旅途就像一段婚姻。如果你认为可以
控制婚姻，那你就错了。[2]” 不管大家怎样去计划、去拯救，也不管大家如何小心，
都会有因为患上帕金森病而结束职业生涯的可能。我相信大家有可能改变病情，以及避
免许多导致医疗事故的陷阱。
我经常问自己一些关于以病人为中心、给病人树立信心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持有乐观
主义、积极向上的想法和希望，而不仅仅是即时提供治愈的药物?我相信这是有可能
的，这与发展自己的核心价值，以及增强自己的信念有关。甘地 Gandhi 教导我们:“信
念不是对事情的掌握，它是一个成长的状态。[3]”
从我说“您患了帕金森病”这一刻起，帕金森这三字的含义就不仅是疾病，还有防止这
个病去折磨病人和家人的共同使命。我们必须告诉患者，他们的生命定义在于自己的核
心价值，而不是由他们的疾病来决定。
我很荣幸在世界巡回演讲中与帕金森病患者和家人有很多接触。我时常听到很多不同的
故事，其中包括有些悲剧，这些故事深深触动着我并使我能坚定地面对新挑战。我荣幸
地被聘为自由国际网论坛、全国帕金森病基金会以及全国帕金森病医疗主任。自 2006
年以来，我在美国国家帕金森病基金会 (National Parkinson Foundation, NFP) 的免

费国际网上论坛回答了超过 10000 个问题。当我被邀请去主持网上论坛，以及担任美国
国家帕金森病基金会的全国医疗总监时，我还没有预料到这个经历会改变我的一生。一
路上我遇到的病人和家属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这种神经系统慢性退行性变疾病。
我一生最谦卑的经历来自和帕金森病和慢性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病人及其家人共处的
时光。我使用“谦卑”这两个字是因为，我们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发现了一些可改变生活
的简单易行的事。对一些患者来说，再次走路，恢复声音，以及改善抑郁和忧虑，能够
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并为他们带来幸福。在与帕金森病患者共行的时候，我感受到他们每
一个人都是勇敢的个体。他们使我学会了聆听。此外，他们教导我不要预设患者和家人
已经知道可带来希望和快乐的秘诀。我们应共同分享这些秘诀。
虽然对于这领域的专家来说，大部分帕金森病和慢性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面对的问
题都很简单，但是还有很多病人和家属依然不知道当中的几个简单秘诀。倘若患者和家
人能知道这些秘诀，就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如果能完全掌握这些秘诀，就能为世界上
成千上万的患者带来希望并使他们的生活更美好。
这本书的目的是与大家分享给帕金森病和慢性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患者带来希望和幸福生
活的十大秘诀。当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和电视评论员 Mort Kondracke 共进
晚餐。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并对重要的政治智囊团有很大的贡献 (例如，
Beltway Boys， McLaughlin Report， Roll Call)。不幸的是，他的妻子 Milly 被发
现患类似帕金森病的疾病。他的妻子患病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和艾默里大学 (Emory University)看病，并由我的上司
和同事治疗。Mort 现在已成为一个帕金森病患者的代言人，同时也如同一个领袖，组织
那些主要与帕金森病的治疗相关的研究。Mort 说服我将这些秘诀应用在帕金森病之外的
慢性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中。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把这秘诀延伸至慢性神经系统变性疾
病的治疗。
在这本书每个章节我都会揭示一个重要秘诀，并且解释它的经验来源和科学理论基础。
另外，我还将提到少许关于我自己和大量那些分享秘诀的患者的资料。只要患者心里有
信念的种子，必会结出希望的果实，并发现自己的核心价值，即使病人受到疾病的煎
熬，仍能感到幸福和快乐。
我这本书的目标十分简单，就是把秘诀与世界各地的医生、患者和家人分享。我幸运地
参与了一些研究和培训的工作，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帕金森病专科医生。每天，他们
为帕金森病患者提供治疗，给患者点燃希望之火。他们毫不犹豫地应我的号召把这本书
翻译成他们的母语，尽可能地使更多人知道治疗的要诀。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随着帕金森病患者的不断增加，我们迫切地需要在危机出现前提高处理帕金森病以及其
他慢性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的警惕性。目前，预计到 2030 年，世界上人口大国的帕金森
病患者的数目会增加一倍，到三千万人左右，这个数字确实是惊人的[4]。另外，由于
年龄是与帕金森病相关的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如果所有人都能活到一百岁，我们将会面
临严峻的考验。

这本书旨在注入信念、种下信心的种子、帮助病人寻找核心价值，以及利用这些秘诀去
改善生活。每一个被帕金森病和慢性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影响的患者和家人都应该去寻找
希望。希望带来幸福，而幸福则带来有意义的生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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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如何识别帕金森病的症状
“我寻求一个标志来引领我的方向。你永远不知道标志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即使我们当
中最权威的人也正等待被证明错误。”
~ Jillian Lauren, 小说《美丽》
病征就是一种标志。我们时常能听到家人对患者症状描述时所用的语句, 如：“爸爸不
对劲” “爸爸在抖动” “爸爸不能抬起他的脚” “银行不接纳爸爸的签名”等等，
而这些症状往往使我更早接触这些病人。尽管我十分怀念手写的转介信，但是日新月异
的科技拉近了患者、家属与医生之间的距离，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一个有更高参
与性和富有成效的医患关系。

我在培训年轻医生时，常说智能手机是很好的工具，它可以改变医生与病人及其家属之
间的关系。快速而机密的电子信息可以使人放松，而且妥当的文字消息更利于进一步的
交流。第一次收发短信往往对患者能否感受到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患关系有决定性的影
响。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代替这种产生真实情感的方法。
面对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和家人时，快速的确诊和果断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当患者及家人到诊时，他们通常怀着极度担忧、沮丧和焦虑的心情。在最初的时候，医
生最好能给病人尽早安排复诊时间，以关心患者和解答他们的问题。
在佛罗里达大学的运动障碍和神经系统的恢复中心, 我们的服务力求尽善尽美。我们团
队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都会提供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我们发现
这不仅对患者有好处，也能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医生组，进而建立一支更佳的跨部门团
队。Maya Angelou 曾说过：“我深知人们可能会忘记你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但不会
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
第一次看医生的经历
在几小时至几天后，一群专注但又十分困惑的病人及其家属将会如我所料出现在门诊复
诊病情的进展。很多时候，他们需要乘搭长途飞机或驾车多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也曾经
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而有相同的痛苦感受和旅途。那时候，差不多整个旅途的每一分钟
都刻骨铭心，而这也使我对病人有一种强烈的同情心。
毫无疑问，这些病人和家属无论日夜均会反复回忆着第一次看医生的经历。很多时候，
这会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和发恶梦有关系。
作为医生，我们的工作是要说服病人和家属这只是旅途的开始，而并非终结。我们要给
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希望。希望之火必须点燃，并且塑造成为一把能够引领病人前进
的火焰。
一些焦虑是来自家人间的对话,他们常误把几个常见的疾病当成为父亲或母亲所得的疾
病。一般来说，大家的质疑主要围绕着四种疾病: 老年性痴呆 / 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肌萎缩侧索硬化(Lou Gehrig’s disease /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中风 / 脑肿瘤和帕金森病。最近，我询问诊所不同病人的家
属，从一般群众到著名的公司董事，在确诊帕金森病前，他们能否区分那四个不同的疾
病？然而，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这四种疾病同样地具有毁灭性。
庆幸的是，事实上这四种疾病是不同的。为了区分它们，我们必须要知道它们的症状。
这就是第一个秘诀。
医生既是导师，也是教育家
疾病治疗的一条重要格言是：医生不仅是导师，也是教育家 [5] 。这个概念是从 Tony
Dungy 处学会并引伸出来的。Dungy 本身是一位成功的橄榄球教练, 也是一位成功的导

师和教育家。“医生”一词是从拉丁语演变出来的, 寓有“教导”的含义。我们不应忘
记我们同时也充当“病人教练”的角色。
我发现明确不同疾病的诊断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帕金森病的诊断令患者和家属十分伤心
的时候。许多人低估教育的价值，而且常常错失了许多教育的机会。美国前任总统约
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说过：“教育是发展我们最大潜能的力量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若能一一实现的话，便可以转化
为个人利益和民族的兴盛。”
帕金森病不是老年性痴呆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帕金森病是老年性痴呆的一种——这表示医学界在消除这
一误解方面仍然做得不够，这件事也让我感到很困惑。无论我在苏福尔斯 (Sioux
Falls, SD) 、布宜诺斯艾利斯 、伦敦 、伊斯坦布尔 、北京、东京还是在其它地方演
讲时，我都发现这个误解非常普遍。这个认为帕金森病与老年性痴呆同样糟糕的误解是
无处不在的。
通过深入分析，的确可以发现帕金森病与老年性痴呆有很多相近之处。两者都是神经系
统退行性变疾病，它们都会导致脑细胞死亡。再者，它们都会导致面部表情的改变。这
两种疾病都会对社会及患者家庭产生严重的冲击，使患者失去工作能力，造成数以亿万
计的收入减少和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最后，它们可以使患者的记忆力下降和个性改
变。我曾经不止一次听过病人的伴侣说过:“他已经不是那个当初与我结婚的人了。”
基于这些相同之处，我们可以理解一般人常把帕金森病与老年性痴呆划上等号的行为，
甚至用相同的形容词——毁灭性的、不能医治的、令人愤慨的等，去描述这两种疾病。

因此，鉴于普罗大众的想法，作为医生、导师和教育家，科普疾病知识、让普通人能够
分辨出帕金森病并不是老年性痴呆是至关重要的。教导患者及家属去认识这些区别可以
让他们充满力量并点燃希望。
让帕金森病患者和家属明白这两种疾病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这两种病症直接比
较才能够找到两者在症状和病因上的显著区别。大脑组织检验分析使我们明白慢性神经
系统退行性变疾病间有不同之处，也让我们有机会清楚地看到帕金森病与老年性痴呆、
肌萎缩侧索硬化及中风/脑肿瘤这三类容易混淆的疾病是有差别的。
由于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变疾病，所以脑细胞会变性和坏
死，导致记忆衰退、思维混乱、幻觉、行为异常和思维错乱等症状。而小部分老年性痴
呆患者却有与帕金森病相似的症状，包括僵硬、迟缓、震颤及步态异常等。如果出现叠
加症状，病人和家属可能会对诊断有疑问。当这种少见的情况发生时，我们可以一个运
动障碍专家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PET/CT）可帮助区别这两种疾病，从而
作出恰当的诊断。
帕金森病的运动症状包括：

•
•
•
•
•

震颤(大概 80%患者具有)
肢体僵硬
动作迟缓
步态和平衡障碍
字体过小

帕金森病的非运动症状包括:
• 抑郁、焦虑或情绪障碍
• 冷淡、漠不关心
• 幻觉、妄想
• 认知能力下降
•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体位性低血压、出汗、便秘、泌尿系统功能失调、性功能障
碍，等等）
• 睡眠障碍
这些年，我有些朋友患上了老年性痴呆。Jim 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位高大清瘦的大学教
授，我们都十分喜爱历史、政治和人文学科，并且经常一起回忆以往曾经读过的书藉。
我们常谈论过去，而且有时我会帮助他说出合适的词汇去完成他想表达的一个完整句
子。渐渐地，Jim 丧失了所有短期记忆，有时甚至忘记复诊。既使我进进出出他的办公
室，他也浑然不知，好像已经忘记以前的交往了。这个情景每天都在超过五百万个患者
的家庭中上演，而与 Jim 相处的经历使我感受到老年性痴呆症患者家人伤心及困扰的生
活。伴侣和家人有无数相似的记忆，而在这茫茫人海中，他们也感到很迷茫。充当照顾
者角色的他们大多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且时常发出以下疑问：“他是我的爸爸吗?”
“他是那个跟我结婚的人吗?”。这种典型的丧失记忆、词语寻找障碍和定向障碍的症
状在帕金森病患者中并不常见，而这正是两种疾病之间的重要区别。作为医生和导师，
我们需要确保这些患者和家人可以了解和区别这两类疾病之间的重要特征。
老年性痴呆是和被称为“Tau”的大脑组织蛋白质沉积有关的疾病。如果我们把大脑组
织加入棕色的“Tau”染料，这样便能够显示神经细胞的斑块和缠结，以帮助我们诊断
老年性痴呆。
另一方面，帕金森病患者大脑组织中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蛋白质沉积物，这些蛋白质被科
学家和临床医生称为“α-突触核蛋白(alpha-synuclein)”。在 1912 年，Frederick
Lewy, 一位出生在柏林 (Berlin) 但后来到美国实习的病理学家, 偶然发现了这种奇特
的大脑积聚物。这些积聚物被称为蛋白质沉积。它们后来被证明和帕金森病有密切的关
系。Lewy 观察到的积聚物现在已被广泛认为是造成帕金森病的根本原因。这些沉积的异
常蛋白质以 Lewy 来命名，现在被称为路易体 (Lewy Body) [6, 7] 。
我总不明白为什么在医疗领域里发现的可怕的疾病常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对我来
说，以治疗方法命名更具意义。所以，如果有人想用我的名字命名一种疾病或疾病蛋白
质, 那就不用啦!

现在讲 Frederick Lewy 的故事是要强调，我们有责任告诉患者和家人各种神经系统退
行变性疾病的基本特点和差异。深入了解并熟悉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促进患者和家人对疾
病的了解，给他们带来希望。
帕金森病和老年性痴呆的另一个区别是他们影响不同的大脑区域。大多数人都可以理
解，大脑不同区域的病变会引起不同的症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去世后，他
的大脑被仔细解剖研究，希望能找到解释他那些天才表现的潜在原因。报告显示，他的
大脑负责空间记忆和数学的领域都比正常人大，这或许和他一些超人的能力有关。爱因
斯坦(Albert Einstein) 的大脑解剖研究显示，某些特定脑区较为强大[8]。但是，疾
病通常削弱多个大脑区域，而疾病对大脑的破坏往往是神经内科医生临床检查所寻找的
线索。神经内科医生会检查眼球运动、面部特征、心理状态、四肢力量、腱反射等，然
后再推断症状病变的部位。老年性痴呆首先受影响的是大脑的记忆区；而对于早期帕金
森病患者，首先受影响的却是大脑中负责味觉、睡眠和肠道消化功能的区域。了解症
状、并知道各种症状可追溯至特定的大脑区域，将有助于患者和家属明白为什么某些疾
病会表现出特定的模式，以致出现特别的症状。
根据帕金森病的发展过程，变异蛋白质会从较低的脑干区域蔓延到更高的脑皮层区域。
在扩散过程中，蛋白质会慢慢破坏许多运动性和非运动性的大脑通路，导致常见重要病
征的出现。
一些著名科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 Stanley Prusiner，相信帕金森病是依靠感染载体在
大脑中传播。Prusiner 最著名的发现是被称为“朊病毒”(prions)的大脑蛋白质。在病
理状态下，这些蛋白质可以导致快速痴呆,也被称为“疯牛病”或“Creutzfeldt-Jacob
综合症（CJD）”。(讽刺的是，这就像我当初说的一样，这个病是根据两位发现此综合
症的神经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 多年来，没有人相信 Stanley Prusiner。他的同
事、朋友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成员都不支
持他，甚至嘲笑他这种对疾病及其传播方式的观点。然而，后来的研究证明，Prusiner
有关朊蛋白的观点是正确的。此外，他最近提出蛋白质可感染大脑并且可以迁移的概
念，这种可能性提出了疾病在大脑组织传播的一个有趣解释 [9] 。
导致帕金森病的大脑蛋白是否真的具有感染性呢？事实证明，早在 Prusiner 开始谈论
他的理论前, 许多研究该范筹的科学家已经有过这种想法。更有趣的是，这些科学家们
描述了一个独特的反应：当健康的多巴胺细胞被移植到帕金森病患者的大脑里，这些细
胞会被发现有帕金森病的蛋白质。虽然这些蛋白质蔓延到整个大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他们不认为帕金森病是由感染引起的。到目前为止，这些蛋白质的功能仍然是一个
谜。
在大脑神经元发生变性的最初几年，“路易体”不仅开始蔓延到大脑深层的区域，而且
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涉及运动功能（震颤，僵硬，行动缓慢）和非运动功能（抑郁，焦
虑，冷漠，性功能障碍，记忆，思维）的大脑区域。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必
须明白，在检查大脑时，位置是最重要的。受影响的大脑位置将会决定其症状。

对比帕金森病，老年性痴呆患者会较早出现认知障碍和记忆力减退的症状。对帕金森病
患者来说，认知障碍症状较轻微，且通常在发病后多年才出现。科学家们认为，认知障
碍在帕金森病后期才出现的原因是它需要时间去从大脑“深”部通路蔓延到较“高”部
分的认知和行为通路领域 [10, 11, 12] 。引用 George Bernard Shaw 的话: “只要有
足够的时间，一切改变都会发生在每个人的体内。”不幸的是，许多在帕金森病和老年
性痴呆症患者出现的变化都发生在正常的老化过程中。
目前老年性痴呆的治疗方法包括依靠一个跨学科团队，以及病人和家属的行为训练和教
育等等。至于药物治疗则包括:
• 胆碱酯酶抑制剂，刺激乙酰胆碱以提高记忆力。
• 美金刚, 一种刺激谷氨酸的化学物质，谷氨酸对学习和思考都是非常重要的。
遗憾的是，老年性痴呆症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有轻度和短期效
应。
相对来说，帕金森病的治疗具有更佳的效果。多巴胺能药物治疗可以使帕金森病患者有
明显的“觉醒”效果。此外，其它药物治疗也可以减慢疾病的进程，令帕金森病患者在
运动不能和非运动症状明显障碍出现前，能过几年充实、有意义的生活。这些时间给予
患者一个实现有意义生活的机会。
区分帕金森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虽然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或 Lou Gehrig's 病经常与帕金森病互相混淆，不过，一旦病人
和家属得到正确的教育，就可以很容易区分两者的不同。肌萎缩侧索硬化是由于脊髓前
角细胞变性脱失所致。得了这种疾病，这些脊髓前角细胞都会慢慢失去，从而不能充分
与人体肌肉产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肌肉颤搐，逐渐消瘦、变得虚弱。这可能
会影响咽喉肌和胸部肌肉，使患者逐渐丧失说话、吞咽和呼吸能力。大约有 10％的病例
是遗传的。一般来说，患者从确诊到死亡只有很短的病程（2 至 5 年）。
许多美国人认为，一个典型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例子就是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史蒂
芬·霍金。然而，实际上，患者都需要知道霍金是一个特别的例子。相对于帕金森病，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是一种迅速恶化和特殊的神经系统退行变性疾病。不过，像帕金森病
一样，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有自己独特的蛋白质沉淀物，所以它们被称为路易体类似物
[13] 。
Lou Gehrig 在 Cal Ripken Jr.打破他的棒球纪录前 (1995 年) 被称为“棒球铁马”
(The Iron Horse) 。在棒球历史上，Gehrig 连续参加比赛的次数最多，总共有 2130
次。不幸的是，他的连胜纪录因为他的疾病而终止。疾病令他的肌肉迅速萎缩，并且影
响了他胳膊和大腿的功能。在 1939 年，在 Lou Gehrig 纪念日，他发布了著名的演说。
他说他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此外，疾病也提早夺去了他的生命，而 Gehrig 亦在
1941 年去世。重要的是，帕金森病病人应了解帕金森病和“棒球铁马”所患的迅速肌肉
萎缩的病症是完全不同的。
鉴别帕金森病、中风和脑肿瘤

有时在临床上，帕金森病患者会出现疑病症和焦虑的症状。多年来，这些问题被认为是
“压力”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实际上可能是退行变性疾病进程中的一部
分。对中风或脑肿瘤的恐惧可能对治疗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过于焦急的患者，在极少数
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脑扫描来安抚他们。
庆幸的是，帕金森病、中风和脑肿瘤之间的差异相对容易解释。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之
一是走路时手臂不摆动——此症状在电话、电子邮件或亲自咨询医生时常常被提及，并
不少见。通常，这些病人的脑部磁共振影像并没有显示任何中风或肿瘤，这经常使他们
的医生感到困惑。
在 1919 年， 普林斯顿大学的前校长，即美国第 28 届总统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在
争论是否与 Henry Cabot Lodge 加入国际联盟后病倒。那时候，他刚获得了诺贝尔和平
奖。1919 年，Wilson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把帝国改变成一个和平联盟。然而，1919 年
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好年头。那年，他由于中风而导致右边身体无力、失去部分视力，并
且思维紊乱，所以此后的五年里，他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虽然他已经部分康复，但
大部分失去的功能已无法恢复了[14]。
中风是指局部脑组织由于缺氧而功能丧失。中风和帕金森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中风的
发展通常不会出现进行性恶化，不会变得更糟。而且，中风通常攻击一个特定的大脑区
域。与中风不同的是，帕金森病不会导致四肢无力或偏瘫。
同样地，脑肿瘤也攻击大脑特定区域，但与中风不同的是，大脑肿瘤的病情会逐渐恶
化。尽管病情进展可以和帕金森病相比，但是脑肿瘤和帕金森病之间仍然有许多明显的
差异。
脑肿瘤是由于不正常脑细胞的不断分裂和扩大，以致它们在颅内形成有破坏性的脑肿瘤
细胞。这些脑肿瘤细胞可引起脑水肿，并压迫正常的脑组织，影响大脑功能。一般来
说，大家可以从脑肿瘤影响的大脑区域直接预测到症状。一个好的神经科医生应该能够
通过和病人及其家属的对话确定受影响的大脑区域，继而进行一套完整的临床检查。

脑肿瘤
在 1937 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命令他的工作团队迅速找
来世界上最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 Harvey Cushing。当时情况危急，美国音乐偶像
George Gershwin 被确诊为严重脑水肿，躺在加州医院的病床上，可能会很快离世。当
罗斯福总统的工作人员找到已退休的世界知名神经外科医生 Harvey Cushing 时，他却
推荐另一位外科医生 Walter Dandy。可惜，Dandy 那时正在 Chesapeake 海湾的游艇上
度假。一直联络不上 Dandy，海岸警卫队最后终于在游艇上找到 Dandy。不幸的是，那
时对 Gershwin 来说已经晚了。在洛杉矶雪松黎巴嫩医院 Cedars Lebanon Hospital 的
Eugene Ziskind 医生为 Gershwin 进行了一场紧急手术，可是这手术最终也没能挽救他
的生命。

早在这之前一年多的时侯，Gershwin 就不断头痛。他经常抱怨说“能闻到垃圾味。”由
于出现这些症状，他被送去一家精神病医院。他的冷漠和怪异行为误导了他的医生，使
得医生迟迟没有做出正确的诊断。事实上，Gershwin 所面对的是一个生长失控的脑肿
瘤，这肿瘤压着大脑嗅觉中枢，并且导致癫痫发作，产生奇怪的行为，造成脑水肿，最
终导致全身无力，瞳孔大小不对称，甚至死亡[15，16]。
帕金森病患者要注意像 Gershwin 的经历，而且应该明白脑肿瘤的症状和病情，尽管是
渐进式的，但发展较快，与帕金森病是完全不同的。其他著名的患者的例子，包括患上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的 Lou Gehrig 和患中风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
也可帮助区别这些疾病和帕金森病。
同时，脑肿瘤的知识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帕金森病。在 1893 年，Paul Blocq 和
Georges Marinesco 描述了一个位于被称为“黑质”的区域且产生多巴胺的肿瘤。这两名
医生描述了一个有震颤、类似帕金森病的病人。脑肿瘤压迫了一个重要的脑区，最终导
致患者出现帕金森病症状。可是，这并不是帕金森病，而是帕金森综合征[17]。
这些脑肿瘤是非常罕见的。病发的时候，症状会影响其中一侧的身体。几乎所有病人都
表现出真正的四肢无力或轻度瘫痪。然而，无力和瘫痪不是帕金森病的主要症状。实际
上，帕金森病是一个影响双侧大脑的运动和非运动环路的慢性退形变性疾病。此外，它
还涉及了大量的其它脑区和环路。
帕金森病的历史
被误称为“震颤麻痹”的帕金森病，早在被印度称为 Kampavata 的阿育吠陀
（Ayurveda）医疗系统中就有过描述，也曾在公元 175 年时被盖伦 Galen 描述为“颤抖
麻痹”。然而，也许最有名的描述隐藏在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作品中。他在亨利
六世(Henry VI) 中写过：“先生，你为什么发抖?”故事中的那个男人回答说，“这是
麻痹, 而不是恐惧在挑衅我。”尽管很多人在帕金森医生(Parkinson) 之前就已经描述
过这种病症，帕金森病的得名还是应归功于 19 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神经内科学家
Jean-Martin Charcot。詹姆斯·帕金森 James Parkinson (1755 -1824 年) 是一个出
生于伦敦的药剂师的儿子。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 的名字出现在他 1817 年写
的“颤抖麻痹”(Shaking Palsy) 的文章中。他描述了 6 个病人，但是他只检查了其中
的三个 (两个病人是在大街上遇到的, 一个是在街上简单的观察的)。最有趣的是，詹
姆斯·帕金森 James Parkinson 并不是一个神经内科专家，而是一个有敏锐洞察力的家
庭医生 [18] 。
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
在帕金森病早期，许多隐藏的病征可帮助诊断。一般来说，当症状出现前，大家估计大
脑已经失去了大约 60%甚至更多的产生多巴胺的脑细胞(指黑质, substantia nigra)。
这些细胞通常在症状出现前已经失去，而这种情况跟肾衰竭很相似。当肾脏开始出现问
题时，大约 75%或更多的肾脏细胞已丧失，而且那些细胞是不可能恢复的。更重要的

是，在肾衰竭病人中，平日的抽血报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正常的结果。正如帕金森
病的病人，症状出现之时，他们丧失的多巴胺能脑细胞已达到最阈值。
这种现象促使科学家极力寻找症状前的筛查试验，从而在大量脑细胞丧失前诊断出帕金
森病。现阶段，症状前筛选检查研究集中在气味测试、便秘、失眠、智能检测、睡眠障
碍（梦境演绎），以及各种影像检查和血液测试等等。目前为止，除了少数病人家庭带
有遗传基因突变外，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检查来提早确诊帕金森病。如果科学家
能够发现减慢病情恶化的治疗方法，及早诊断会对前期治疗十分重要。
有时，帕金森病的症状十分明显，例如静止性震颤。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症状是细微
的，并且一般非专科医生可能不会立刻联想到帕金森病。(例如: 字体细小，称
“micrographia”、肩膀疼痛或者走路手臂减少甚至不摆动。) 最容易辨认的是运动性
症状 (震颤、僵硬，迟缓) ，并且这些症状通常会在身体的某一侧更加明显。直至目前
为止，为什么帕金森病症状会不对称仍然是此疾病的一个最大的奥秘 [19] 。我经常对
学生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可以推测出帕金森病出现不对称症状的原因的话，他们就可
以预定前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机票, 并且可以开始撰写领取诺贝尔奖时所发表的演说
了。
帕金森病药物的诞生问世
在帕金森病药物出现之前，因为患者身体僵硬、行动不便，所以他们都被安置在护养院
了。如果所有帕金森病患者今天都入住医院，医保预算将会远远超支，因为单单在美国
就已经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万的患者。
医生每天查房的时候，也应叮嘱住院患者做一些日常工作，例如折叠毛巾和推挤图架等
等。因为历史证明，运动锻炼往往是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成为了数十年后帕金森病患者
得到愉快生活的重要“秘诀”。
多巴胺替代治疗的出现(左旋多巴“Levodopa”或息宁“Sinemet®”疗法) 是一个巨大
的转折。正如 1990 年的电影“觉醒”一样，患者从无生命的雕像醒过来而成为有作为
的人。多年来，专家迅速累积雄厚的专业技术和知识，通过药物、行为治疗、外科手术
等方式来治疗帕金森病。如今，市面上有十种以上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多款行为治疗
方法，以及数个复杂而具有革命性的手术。从多方面来说，帕金森病现有的治疗方案已
经比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明显好多了。
结果揭晓的时刻和帕金森病
通常患者和家人准备去看医生和接受“高额检查”，包括验血和昂贵的大脑影像学检
查，等到诊断结果揭晓的时刻，大家常常无可避免地失望。现在，我们还没有可靠的验
血测试去诊断帕金森病，而简单的大脑磁核共振检查往往也只能显示一个平淡正常的结
果。诊断帕金森病的最佳途径是接受一位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神经内科医生作临床检
查[19] 。在诊断结果揭晓后，你应该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且开始进入治疗的岁月。

第一个使帕金森病病人更加愉快地生活的秘诀的是很简单的。清楚认识帕金森病是怎样
的，将成为你踏上治疗帕金森病旅途的重要基础。正如 Tony Dungy 说，“医生必须是
导师和领导者，教导病人在未来尽量过正常的生活。”

第 1 个秘诀: 识别症状
* * *

第 2 章-时间对帕金森病的重要性
“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原本正确的事却是错误的。”
~ Joshua Harris
当你去看电影、赶飞机或者使用抗生素去治疗严重感染的时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而
对帕金森病病人来说，时间对于治疗不仅重要，而且相当关键。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 Ann Gabriel 发现，脑细胞有建立时间性的机制 [20] 。
Anne 在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 (National Parkinson Foundation, NFP) 的研究委员会
工作了很多年，她大力提倡时间概念。她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脑细胞如何
且为什么保留时间，我们可能会开发出更好的康复及治疗方法。”
我们在佛罗里达州中心的病人有来自大公司的行政总裁(CEOs)、名人和政客。然而，大
部分病人还是来自美国的普通大众。帕金森病患者多是博学的。他们的病情将随着药物
治疗和设备而变化，好比他们在棒球或橄榄球赛所得的比分。由于亿万美元外汇掌握在
资本家和大企业公司之手，华尔街日报时常泄露重要的医疗发展消息，有时甚至在主要
医学期刊发表前就报道。所以，重点是找到根治疾病的方法，而这个重点却常被忽略。
保持希望、获得幸福感的秘诀之一就是不要寄希望于有什么根治疾病的神奇疗法。真实
的魔术在于怎样以及何时去拉动这杠杆，从而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印象中，没有一个病症与帕金森病百分百相似。Oliver Sacks 有一部由 Robin
Williams 主演的关于流行性感冒爆发后出现帕金森病的病人的电影[21]。这些患者因为
肢体僵硬被收入收容所，直到他们服用了多巴胺药片后，患者才改善僵硬的症状恢复正
常生活。他们可以走路、谈话、说笑甚至哭泣。他们探望了家人，并寻回失去的时光。
每次当我为新的帕金森病患者做临床检查的时候，我会要求他们暂时停止服用多巴胺药
物，然后仔细地为他们做检查，继而再让病人服用多巴胺，让药物去“唤醒”他们。
Joe Friedman，一位来自罗得岛(Providence, RI)的著名神经内科专家，许多年前教我
注意病人是否打呵欠，因为唤醒常跟随简单的呵欠。尽管我已见过这个现象数以万次，

我仍然对 Joe Friedman 存有敬畏之心。这也时常提醒我为什么要照顾这些病人。我经
常对每个医学生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在数分钟内说出一种可以用一粒药丸瞬间完全治愈
症状的神经内科疾病。迄今，我还未遇到有学生能赢得挑战。
冻结的瘾君子
在 1982 年, George Carrillo 由于帕金森病突然病发而送进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急症室。
当时，急症室的医生感到困惑，既然帕金森病是慢性退化疾病，为什么几个小时前还是
完全正常的 George Carrillo 会突然发作呢？通过多巴胺替代疗法治疗后他被“唤
醒”。然而，他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突然冻结”患者会以相似的症状出现于
急症室，且多巴胺药物都可改善他们的症状。
加利福尼亚州 Sunnyvale 帕金森病学院的主任 Bill Langston 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
在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后，比尔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难题。所有患者接受了一种称为 1methyl-4-phenylpyridinium (MPP+) 的合成药物。不幸地是，化学家犯了一个小但却
极其关键的错误，将其制造成了 1-methyl-4-phenyl-1, 2, 3, 6-tetrahydropyridine
(MPTP)。MPTP 是一种对脑干的多巴胺能细胞有毒的化学品，这些细胞被称为黑质 (黑质
是拉丁语)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MPTP 可导致帕金森病，并且 MPTP 所造成的多巴胺缺乏
可以通过服用左旋多巴而得到改善[22]。
你也许认为这个 MPTP 错误是不幸和不能接受的。然而，这次悲剧性的错误却是自多巴
胺药物发明以来帮助帕金森病研究人员最多的发现。僵硬的瘾君子带领 Bill Langston
去研究以 MPTP 毒素为基础的模型。这个模型复制了帕金森病的动物模型。直至目前为
止，此模型是最佳和最实用的。世界上的研究人员靠着 Langston 的模型去打开许多帕
金森病的秘密。而原先的加利福尼亚州急症室也因“冻结的瘾君子”的病例而变得著
名。
时机的重要性
Oliver Sacks 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该让病人开始服用多巴胺药物，或者单靠长期服用多
巴胺药物来唤醒帕金森病病人是否是足够的。治疗帕金森病最重要的秘诀之一是服药的
时间往往比药量更加重要[19]。服药的时间会随着病情的发展而变化，所以成功的帕金
森病患者往往与他们的医生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位有经验的医生或医疗保健专家常
能因为调整疗程，而大大改善患者的生活。
随着帕金森病病情的发展，80%的病人会出现静止性震颤，而且所有病人都会出现四肢
僵硬、动作迟缓和走路困难的问题。五年后，大多数患者会出现和药物相关的“开关”波动的并发症("ON-OFF") 。换句话说，多巴胺药物的药效也许不能维持到下一次
服药的时候，或是服药后不能立即发挥效力。许多患者会出现舞蹈般的非自主性运动障
碍；有时候，患者会在走路时突然动作冻结，这在病人穿过狭窄的道路或跨门口时经常
发生。大部分医生多着眼于疗程的药量，不管症状如何，许多医生下意识地增加药物的
剂量。医生逐步增加药物的剂量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在很多疾病中，当药效减退时，医
生会提高药量一样。常见的例子包括癫痫患者发作频率增加或者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不
佳。而对于帕金森病病人，下意识增加药物剂量有时会使病人因无法控制的不自主运动

或幻觉而被送入急诊室、甚至入院。所以，我们应该澄清，有时最佳的改动不仅是药量
的增加；我们也应强调服药时间特别是在病情恶化的时候对帕金森病的重要性。
Oliver Sacks 通过随访一组帕金森病患者的病情，发现增加药量只是一种短期措施；长
期服用可产生许多副作用[21]。他了解到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征是非常复杂的，而且
服药时间和间隔时间因人而异，每名患者都不相同，需要定期调整。他也知道医治帕金
森病，患者和医师必须要终生努力。这些从早期多巴胺替代疗法得到的经验常在繁忙的
现代医疗工作中被遗忘；然而，这些经验跟四十多年前的情况一样，仍然是相当准确
的。
作为患者，你应该谨记治疗帕金森病的主要原则。如果你的病情转变，而你的治疗剂量
和服药间隔时间不变，你得到的就不是最佳的治疗。
定时服用药物的论据
治疗帕金森病，时间性是很重要的。例如，步态“冻结”症状，病人的身体完全地违抗
大脑要四肢移动的命令。脑子想走动，但双脚却不会反应。如果“冻结”症状发生在病
人尝试拐弯或转方向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跌倒[19] 。
许多患者用来打破“冻结”的招数都很引人入胜、富有创意，同时也与帕金森病是一种
与“时间”相关的疾病。大声数数、踏步前进、跨步至倒置的 Y 字形的拐杖、甚至使用
激光指示器都曾被用作解决这个神秘“冻结”状态的方法。
我们治疗过一名有帕金森病的赛车手。有趣的是，他开汽车没有问题; 但是，他在人群
中和机场时会出现“冻结”症状。他发现用一个简单的视觉提示便可打破他的“冻结”
状态。他从“Office Depot”买了一支激光笔, 然后他在地板上射出激光小红点去提示
自己跨步。这样，“冻结”症状就消失了。后来，一家嗅觉敏锐的公司生产了激光提示
器这种帕金森病步行设备。而我，像多数的医生一样，缺乏这种敏锐的商业嗅觉。
西北大学的 Colum McKinnon 研究为什么帕金森病患者有“冻结”症状。他发明了几项
技术去医治帕金森病病人的“冻结”症状，并帮助他们康复。他和他的同事最近发现，
喧闹声能有助于打破病人的“冻结”现象，并且改善病人的活动。像 Anne Graybiel 一
样，McKinnon 从一系列重要实验观察到，适当的服药时间是改善病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元
素。他和他的团队正研究如何给大脑发送信号，去帮助帕金森病患者康复和改善他们的
生活[23, 24]。
第二个帮助帕金森病患者去寻找希望和快乐生活的秘诀是时间。时间是一个决定治疗成
败的重要因素。

第 2 个秘诀: 时间在生活中固然重要，然而它在帕金森病中更是扮演要紧
的角色

* * *

第 3 章：帕金森病与脑深部电刺激术
“无论这是事实或是我所梦想的，物质世界通过电力成为巨大的神经，能于一瞬间传送
几万英里?”─Nathaniel Hawthorne
尽管 Alim Benabid 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医生，但是他在其专业领域之外并没有被广泛认
识。从 1978 年到 2007 年，他在法国格勒诺布尔(Grenoble, France)的约瑟夫傅立叶大
学(Joseph Fourier University)担任神经外科学教授。他的日常工作包括采用损毁手
术破坏大脑深部的一个小区来治疗帕金森病的症状。某一天，Benabid 忽然对医治帕金
森病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这大大改善了成千上万的帕金森病患者的生活。
在手术室台上，躺着一个被痛苦和震颤折磨的老年人。Benabid 运用了一个被称为“手
术中大脑影射图像”(intra-operative mapping)的技术，并且一如既往收集和制作了
一张详细的大脑生理图像。接着，他在图像上仔细检查并找出“正确的靶点”。他会反
复检查大脑图像去确认正确的手术靶点。根据他超过一千小时的手术经验，他知道正确
的手术靶点是通过大脑定位手术便可以控制帕金森病症状的地方。他也知道，如果错过
了靶点，非但不会改善帕金森病的症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Benabid 在大脑表面下几厘米放了一根测试探针。最初，结果正如他所预料一样；当他
以低频率刺激探针，震颤便会恶化；相反，当他以高频率刺激探针时，症状就能得到改
善。接下来所发生的是手术出现了真正的突破。有别于过往在大脑中燃烧一个小洞，
Benabid 决定改变以后手术治疗的方向。这个新手术的发现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改变
了千千万万的帕金森病和震颤病人的生活。相对比以往在测试探针末端加热和在大脑深
部一个小部位造成损坏，他把测试探针取出并放下以后被称为“DBS 电极”的装置[25,
26, 27]。
在 Benabid 利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去治疗帕金森病症状之前，一般常规外科治疗都是在
大脑深部留下一个小疤痕来破坏大脑深部电路的异常放电。
一个关于人类大脑的惊人发现是，它的正常功能似乎是由不断重复和有节奏的脑电波控
制着的，就像电台播放流行歌曲一样。脑电波不断改变和调整，从而去控制人类各种各
样的行为。如果脑电波“变坏”，它就会导致震颤甚至其他帕金森病症状恶化。
那一天，Alim Benabid 在手术室决定用一条末端有四个金属触点的钢丝来取代以往使用
过数百次的疤痕探头。这条新的钢丝线，简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术（DBS）的电极，被连
接到一个外置的电池。Benabid 和他的脑神经内科同事可用一个有几个小按钮和古老开
关的小盒子去调控这装置。虽然这装置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完善，令
Benabid 可以使用 12,000 组以上的方法来调控这装置，使不同的帕金森病病人都能受

惠。和以往损毁术不同的是，这个新手术使得 Benabid 和他的团队为帕金森病和震颤症
状的病人提供了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25, 26, 27]。
Benabid 的方法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长期利益。由于脑深层电刺激术 DBS 疗法是完全可
以逆转的，这令那些曾接受干细胞甚至基因疗法的患者，都可以进行这个手术。并且整
个系统可以通过一个短短几分钟的小手术被取出。基于这手术不可否认的好处，在未来
的二十年内听到病人要求除去其脑深部电刺激术 DBS 装置将会是很罕见的。
脑深部电刺激术：不断在扩展的技术
随着技术的进步，脑深部电刺激术的名称开始变得不精确，因为电刺激术这个概念会促
进这个被称为“神经调控(neuro-modulation)”领域的发展。脑深部电刺激术这名称不
精确的原因是因为这手术不一定在大脑深部进行，也不一定造成刺激。
脑深部电刺激术不只局限于大脑内，因为现在它可能会刺激和抑制神经通路，这些神经
覆盖面部，甚至脊髓内。大多数人认为脑深部电刺激术顾名思义是以刺激大脑来实现
的。然而，它后来成了更加复杂和有趣的故事。这技术引起了许多关于它的运作机制理
论的争论和研究。因为这项手术对人类的帮助很大，了解这种疗法如何运作是非常重要
的。解开脑深部电刺激术的秘密可能会有利于将来新的药物、基因疗法、以至新手术的
出现。
第一次关于脑深部电刺激术的主要辩论是发生于隔海相望的两个研究小组之间。发现脑
深部电刺激术的法国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手术的运作机制在于阻拦或阻断大脑的电波活
动。他们的论据在于脑深部电刺激术使用了一个阻止细胞和细胞间联系的方式。其他世
界著名的研究中心，包括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University)的 Warren Grill 和
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的 Cameron McIntyre，却通过实验室模型去解释电流
如何与脑细胞和细胞相互之间连接 (即是突触) 的互相影响[28, 29, 30, 31, 32,
33]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家发现脑深部电刺激术可抑制神经元和被刺激的轴突
(axons)，即那些从脑细胞延伸出来的管子。这项惊人的发现揭示了脑深部电刺激术的
运作不只在于刺激或阻断大脑电路。事实上，脑深部电刺激术可以靠一个细小的电刺激
区域去影响一个非常大型的神经系统网络。虽然这个电刺激区域的直径仅有小小的三毫
米，但是它对整个脑袋和身体却有很大的作用[34]。
早期有关脑深部电刺激术的理论主要针对于脑细胞 (即是：神经元) ，却忽略了其他辅
助细胞组织，例如神经胶质细胞和星形细胞。这些细胞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因而对大脑
有很多重要的功能。以下的例子正是显示出辅助细胞组织的重要性。每个星形细胞接触
着多达二百万个突触，形成大脑内的互联网。接着，突触促进大脑内的通讯，并且指挥
信息传递。没有辅助细胞的支持就好比一支只有三个球员的球队正在设法赢一场棒球比
赛。电波可直接地影响神经元、星形细胞和突触，继而可促进钙和其他重要脑内化学物
质的交流传递，例如腺苷(adenosine)和谷氨酸(glutamate) 。那些得以“交流”来换
取电流调节的化学物质叫做神经递质。而这些神经递质正是脑深部电刺激术运作的重要
因素。由此可见，脑深部电刺激术可同时影响化学物质和大脑电波[34, 35, 36]。

由于脑深部电刺激术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电流，化学物质，刺激，或阻断) 来运作，
我们现在相信电流能够协调许多大脑内不同的元素和区域之间的复杂信息传递。最后，
这些复杂的信息传递可改善帕金森病的症状。因为此协调反应涉及许多大脑区域，我们
称之为一个神经网络[34, 37]。Phil Starr，一位在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的脑神经外科
医生表示被刺激的深部脑细胞和大脑皮层细胞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当脑深部电刺激术装
置被启动的时候，在两个脑区的细胞可同步运作和发出信号。
脑深部电刺激术也刺激神经元再生，或是新的脑细胞成长，以产生新的神经元。 刺激
新的脑细胞成长为治疗脑神经退化疾病燃点了新的希望，如帕金森病、老年痴呆症、核
上性麻痹等。最近，Dennis Steindler 和他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同事在帕金森病患者的大
脑中发现神经系统的干细胞。他们还表示由于电线折断，这些干细胞可以从丢弃的脑深
部电刺激装置的电线上提取 [38, 39] 。这些细胞似乎粘在脑深部电刺激的电极上。
对一些人来说，脑深部电刺激术的出现就像在科幻小说或电影中一样。然而，近来因为
医疗和科技的进展，这些似乎本是未来的梦想现已变成了现实中新的技术。这意味着医
生和患者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并且这些选择可帮助震颤和帕金森病患者改善生活。许多
新的发现如脑深部电刺激术一样不但可减少疾病的痛苦，而且有可能揭开更多关于帕金
森病的神秘面纱，让更多患者迎接更快乐和有意义的生活。
帕金森病神经调节治疗的早期经验
选择为谁进行手术
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大学的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中心的时候，那里还没有治疗帕金森病
病人的基础设施。那时，Kelly Foote (我们的神经外科医生)和我是两个刚完成专科培
训的初出茅庐的运动障碍专家。当时，尽管中心的教授们表示他们很喜欢我们，但是他
们更关心当中潜在的问题，特别是引进神经外科手术后的潜在危险。他们给我们的信息
是：“我们喜欢你们，但不要让我们丢脸。”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经验丰
富的医学院教授的职业生涯都无可避免地遇到过许多可称是奇迹的疗法。这些疗法通常
会在引入时令人有不着边际的幻想，但是日子久了，它们便会露出破绽。教授们最关心
的是我们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中在颅骨钻洞，且捅进脑袋中，这比简单的药物治疗的风
险更大。所以，他们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
在过去十年间，在佛罗里达大学里，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疗法从一个疯狂的概念，经过一
个冷静的阶段，最后演变成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治疗方法。现在每个医学生在受培训期
间都需要观看一个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因为 Benabid 的手术，全世界就好像进入了仿生
年代。
当我们准备在佛罗里达大学引入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治疗的时候，一个意料之外的阻碍出
现了。我们收到了 200 封推荐病人来做这手术的介绍信。 不幸地，只有八个病人(4%)
是合适的手术人选。更重要的是，我们观察到不少神经外科医生和医院都滥用此手术项
目。经验告诉我们正确选择接受 DBS 手术的病人至关重要，往往正确选择手术病人是决
定这手术成败的关键因素。错误接受手术很容易给患者带来失望和悲剧的结果。因此，

建立一个完善的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团队需要培训家庭医生和神经内科医生来选择合适的
手术病人。而且，多数的神经外科医生和医院都认识到一旦电极被植入帕金森病患者脑
中，他们很可能永远步入仿生时代，并需要这些专家继续照顾。直至目前为止，很多医
院还没有为这种跨部门治疗做好准备。在过去十年，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的出现为许多本
地病人带来希望。可惜，大部分这类跨部门的手术团队很快就减少、甚至消失。
脑深部电刺激手术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帕金森病治疗领域的多学科跨部门合作。在这手术
出现前，帕金森病病人只被医生、护士、或医务助理照顾。然而，复杂的脑深部电刺激
手术患者筛选过程，有别于传统疗法，要求多部门合作。神经内科医生、神经外科医
生、心理学家、放射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都要参与这详尽的评估。此外，物理治疗
师、职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和社工都会在这过程中成为这个团队中的重要成员。这个
团队一起为病人做出重要的手术决定，而每位队员也成为各自领域中独当一面的专家。
最后，许多人参与了这项照顾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令这过程由多部门逐渐变成跨部门
的治疗。多部门治疗是指以病人为中心最高水平的治疗，而这种治疗方法已被很多癌症
中心和康复医院采用了很长的时间。和多部门治疗不同的是，跨部门治疗则需要不同领
域的专家一起讨论一个病人的诊治，而多部门治疗则只需要医护人员以书信沟通。对帕
金森病病人而言，跨部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评估的诞生大大提高了治疗水平，并改善了
病人和家人的满意程度。脑深部电刺激术，作为一种手术而非药物治疗，能够改变并改
善那些对所有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 [40, 41, 42]。
脑内图像
在约翰霍金斯大学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ahlon DeLong 研究一组名叫
基底核 (basal ganglia) 的脑神经网络。他的同事以及其他同辈，在实验室里找到了
容易解码的大脑区域。说话温和的 DeLong 在很多年间，先从猴子，然后在人类身上细
致地纪录了帕金森病的基底核脑细胞。慢慢地，一张张的连贯图开始涌现，而这些图像
包括了脑细胞活动频率和模式的变化 [43, 44, 45, 46, 47]。DeLong 把他的研究工作
传了给 Jerrold Vitek，Phillip Starr，Thomas Wichmann，Kelly Foote 和包括我自
己的许多同事。我们将会用毕生的精力去总结脑深部电刺激术在人身体上应用的经验。
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实在是现代医学的奇迹，它只需在头颅骨钻一个像一元钱大小的孔，
然后，手术会在电脑屏幕上虚拟操作。外科医生能在脑血管附近精细地进行手术，并集
中在几毫米内的靶点范围内。几毫米在尺子上或许很小，但是它在脑袋里却占有很大的
位置。这个在大脑内几毫米的空间就好比从佛罗里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距离。
Andrés Lozano, 一位多伦多的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曾说过为帕金森病病人进行脑深部
电刺激术就好比驾驶汽车横跨欧洲一样。每次当记录的微电极推进一毫米，脑细胞的声
音就会因从一个大脑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而改变。他把这个现象比喻为当穿过欧洲国
家的边界语言发生转变一样。他发现到这些变化有助于脑深部电刺激术的过程中的定
位。

为数名帕金森病患者进行脑深层电刺激手术后，医生就能建立一个大脑的三维图像。这
个图像包括靶点位置，以及周围的大脑结构。现在，有许多不同的靶点可供病人选择。
靶点通常是经过包括病人在内的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团队详细讨论后而决定的。完整的大
脑图像是脑深部电刺激手术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最后脑深部电刺激术电极的位
置错误，即使只是几毫米之差，也可能导致悲惨的失败结果。失败结果不但可能是缺乏
临床效益，也可能是病人留下永久的类中风症状。
一旦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电极的最终位置被确定，它可通过封端装置锁定位置。一条连接
电线可以把它连接至皮下。而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电池，即神经刺激器，放在锁骨下一
个相关位置。神经刺激器就像是心脏起搏器一样。一旦放置电池后，神经内科医生或专
科护士可以不断调整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的编程参数，以改善病人的状况。一般来说，术
后优化病人状况需要几个星期至几个月，并可以大大控制帕金森病的症状，如震颤，僵
硬，行动缓慢，甚至走路等等[34]。
无需服药的梦想
大多数帕金森病的病人都讨厌服药的过程。有时候，患者甚至需要每二至三个小时服用
多种药物。忘记服药的代价可能会是震颤、僵硬、动作迟钝、跌倒。更不幸的是，随着
帕金森病病情的进展，药物可导致无法控制的舞蹈症症状。这些运动障碍症状不但是病
情恶化的后果，也是长期服用治疗帕金森病药物的直接结果。
当帕金森病病人采用多巴胺药物治疗时，病人在服药初期已有显著的疗效。在服药后 20
至 30 分钟内，震颤、僵硬、动作迟钝和许多其他症状会消失。一般来说，当药物有效
果的时候，帕金森病患者会把此状态称为“开”("ON") 。当血液中的药物水平下降至
低于治疗血药浓度时，帕金森病症状会再出现，这是所谓的“关”("OFF")的状态。
很多帕金森病病人在服药初期的效果很好。不可避免的是，经过多年治疗后，患者会出
现与药物有关的波动现象或异动症等并发症。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的出现正是现代医学对
这些疾病并发症的最佳疗法，从而令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恢复昔日有意义的生活。
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刚起步的九十年代，不少欧洲研究中心表示病人可以在术后完全停
止药物治疗。然而，越洋的争论随之而起。许多北美洲研究中心提倡一种较温和的减药
方法。二十年后的今日，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后停止所有帕金森病药物
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做法。我们知道减少药物份量只适用于部分帕金森病病人身上，而且
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电极放在两边的丘脑底核的病人较为常见。如果停止或减少帕金森
病药物的速度太快, 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出现冷漠、步行困难等问题。因此，直至目前
为止，帕金森病患者不再需要药物治疗还只是一个梦想。不过，神经调控(neuromodulation) 已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疗法去辅助药物治疗，从而令病人能够更好地生
活。
先进科技的发展

一个关于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的事实是，自 Benabid 的实验以来，这手术的硬件并没有很
大的变化。脑电极、连接电线、以及电池有轻微的改善，而该输送电流和固定电极的技
术则与最初发展手术的时候没有很大的分别。到目前为止，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只批准脑深部电刺激手术为帕金森病患者治疗，获得严格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可
是不容易的。尽管缺乏新的技术，脑深部电刺激手术仍然被推广到不同的社区。目前为
止，世界上已经有约一百万名帕金森病和运动障碍患者因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治疗而重
生。
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年期间没有更多脑深部电刺激术的装置出现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
分复杂的。当前关于脑深层电刺激手术对帕金森病的研究显示手术的临床结果比预期的
好。90 年代中期，当我开始在这专业领域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曾劝我不要从事脑深部
电刺激手术的研究，因为他们觉得这疗法会消失并被更好的疗法所取代。然而，脑深部
电刺激术疗法不仅继续生存，且在临床和经济上都取得空前的成功，吸引更多患者、研
究员和企业家投入此产业。当很多药厂不断研究新的帕金森病药物时，大部分研究都没
有显著的成效并以失败告终。这个以数十亿美元计的产业吸引各种各样新颖的科学理
念，并注入资金，引领至少六家新公司加入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的领域范畴。现在，每家
公司都为改善现有的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系统而努力。这给此领域将来的发展带来希望。
所以，究竟我们该如何去提升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治疗的效果? 最关键的第一步便是对帕
金森病患者的需要加以了解。目前，患者和他的家人正寻求一些治疗方法去解决那些没
有被药物和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彻底改善的问题，如认知能力和跌倒等等。其次，疗法必
须要安全，并且临床试验须显示治疗效果显著并优于安慰剂。第三，治疗方法必须合乎
成本效益，并比现在所有的疗法效果均佳。今后我们将需要解决这三个主要问题。
最近有不少发展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疗法的重要研究。首先，现在有许多新的脑深部电刺
激手术电极设计的出现。大多数新的设计可以将电流准确传送和刺激大脑的特定区域，
从而提高手术的效率和减少副作用。其次，我们现在运用的电流种类是一个电压调控系
统。使用这个系统可以使传递至大脑组织的电场的形状和尺寸随着时间而转变。新的脑
深部电刺激术电池会用一个电流稳定装置，从而使电流传送得更平稳和使疗效更显著。
第三个问题是电池寿命。现在，医生和病人都需要寿命较持久的电池，而在某些情况
下，甚至需要可充电的电池。更长的电池寿命意味着替换手术的减少，以致减低电池失
效的机会。这些新的产品已经开始出现, 正等候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批通过。
由于在胸口放一个小盒子既不雅观也不可取，所以患者现在会要求较微小的脑深部电刺
激装置。而且，多数患者都希望那连接大脑与胸口盒子的连接电线可被除去。此外，若
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去程控脑深部电刺激手术装置的程式，这将会是一个很理想的发
明。试想，有一天，你可以安坐家中，而医生能从录影中看到你的状况，并程控你的装
置，这该是多美好的啊。我相信这些先进的科技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另一令人鼓舞的发展是为每一个患者设计独一无二的个体化疗法。以前，我们会为所有
帕金森病患者在大脑某特定区域内进行手术。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现在能针对个别症

状进行不同的手术。例如，一个大脑靶点善于减少震颤，另一个靶点则对说话能力有较
佳的影响，而第三个靶点则多被选作改善走路能力。患者可根据他们的需要去选择合适
的靶点。(例如，一个厨师可选择一个最能改善震颤的靶点，而一位律师或老师则可拣
选一个保存讲话能力的靶点。)再者，我们现在不再局限于一至两个大脑电极。随着病
情进展和新症状的出现，在一个病人身上放入多个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电极已逐渐变得可
行了。
与脑深部电刺激术和其他疗法结合的可能性
脑深部电刺激术成功的理论逐渐得到关注，更多的潜力和可能性正不断出现。现在我们
知道，改变神经元细胞释放电流的频率和模式能够解释许多观察到的治疗效果，而我们
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去发展新的和更好的疗法。此外，认识到不少临床效益是基于许多大
脑的化学物质，如腺苷 (adenosine)和谷氨酸 (glutamate)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去设计
更合适的药物。
结合脑深部电刺激术和其他新疗法的创意，特别是以此电极作为一条导管去注射基因治
疗药物、干细胞及增长因子的治疗方法，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发展和研究领域。
换句话说，这就是结合如脑深部电刺激术减少症状的治疗与那些有可能减慢病情进展疗
法的创意。这种方法将有望提供两全其美的最佳疗法。
电流性的生物指标
最新研究帕金森病的重要目标是发现生物标记物 (biomarker)。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已把生物标记物定义为“一个可客观地测量并评估正常生物过程、致病性过程和
药物反应的特征”。套用一般用语，生化指标是一种用以诊断的指标，即是显示帕金森
病的验血测试。然而，当我们谈及大脑的电波活动，科学家正研究电子生物标记物的可
能性。病情可能被从大脑特定区域自然发出来的电波讯号所监察。所以，医生与其用生
物标记物来诊断疾病，不如用那些不正常的电波讯号模式去决定治疗，即帕金森病的脑
深部电刺激术。
现在，我们可以在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后同时记录和捕捉大脑信号。以往，大脑信号只能
在手术期间记录。这种现在可被收集的信号叫做“局部场电位”或 local field
potential, LFP。“局部场电位” (LFPs) 是脑内的固有电流的特定测量特征，也可称
为大脑电波的固有振动特性。在帕金森病病人身上，研究显示了β波是重要的“局部场
电位” (LFP)。当病人接受药物或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时，大脑电波就会改变。认识电子
生物标志物 (electrical biomarkers) 会帮助我们研发更加智能的装置。我们希望新
的智能装置设备能够感应大脑不正常的地方，如β波，并自动做出反应。这叫做“点播
模式”(on-demand paradigm) 。在这个点播线路内，电流会根据大脑电波而改变。这
个点播系统可以在症状出现的时候或之前去解决大脑的问题。因此，个体化的医学时代
已经来临了。

第 3 个秘诀: 询问你的医生如何靠脑深部电刺激术帮助你改善帕金森病的
症状

* * *

第 4 章：积极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
“当你在森林里迷路，有时候需要一段时间来证实你已经迷失了。在很长时间，你能够
说服你自己刚刚走错路，且能随时寻回正轨。但当夜幕降临时，而你仍然不知道自己身
在何方，这时候你需要承认自己已经迷了很远的路，甚而不知道太阳会从哪个方向升
起。”--Elizabeth Gilbert
我记得在 1987 年的时候，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药物百忧解(Prozac)治疗严
重的成人抑郁症症状。这被叫作“百忧解革命”(Prozac Revolution) ，并标志着一个
新的治疗方法时代的开始，从而令公众积极地面对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病症状。不幸的
是，人们对抑郁症的诊断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大多数病人都不好意思告诉医生他们低
落的情绪和自杀的念头。一般普通大众认为这是一种性格缺陷和弱点。保险营运商也加
设关卡，令许多病人失去得到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健康专家治疗的机会。
在过去二十年间，大众对抑郁症的认知逐渐有了改观，并开始建立较正面的观念。虽然
现在还有不少问题存在，但是大家对这个病的羞耻感正逐步减少。现在市面上有更多有
效的医治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物。
全球性的抑郁症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抑郁症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非常普遍和不可避免。大多数人都会在其一
生中至少有一次抑郁症发作。随着许多人年纪渐长，他们也有机会患上抑郁症。
2005 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估计，美国每年有 32, 000 宗自杀案件发生。而
每年则仅分别有 18,000 和 12,000 人因暗杀和艾滋病死亡。现时，自杀被列为第十一位
的死因，差一点列在十大死亡的名单上。所有专家都认为，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处理抑
郁症和焦虑症的问题，尤其是防止自杀的出现。
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全球疾病负担，包括过早死亡和残疾的疾病负担进行评估并做出
了报告。世卫组织采用“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 DALY)
去量度疾病负担。一个“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等于失去一年健康的生活。而在所
有不同的疾病(包括心脏疾病、肿瘤、创伤等等) 之中，则以神经精神疾病的“伤残调
整寿命年” (DALY) 排名最高。至于在神经精神疾病这个分类中，帕金森病的抑郁症的
“伤残调整寿命年” (DALY)则排名第六。由于治疗抑郁症等精神病涉及数十亿美元之
多的收益，所以药品和医疗用品公司对治疗抑郁症、焦虑症等神经精神疾病保持着高度
的关注。

随着精神病的治疗出现重要的进展，我们已经提高了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的整体护理。
在 1940 年，有接近五十万病人终身困在精神病院中。倘若你住院达两年或以上，你就
有很大可能一辈子住在医院中。今天，尤其是因为精神病诊断和治疗的改变，住院病人
的数字正不断减少。其中一个治疗的转变就是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单单就今年，在美
国大约有 2.5 亿人服用百忧解 (Prozac)。
帕金森病的抑郁症
帕金森病的抑郁症是很普遍的。估计有超过一半的帕金森病病人患有抑郁症。多数专家
认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帕金森病患者患有抑郁症，而另外三分之一虽然没有得到诊
断，却有抑郁症的症状 [19]。
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大多有一至两个以下的症状：
•
•

缺乏对日常活动的兴趣；在参与喜爱的活动时缺乏快感
感到绝望；感觉垂头丧气

其他常见的症状包括：
•
•
•
•
•
•
•
•

思绪难以集中
低能量
感到疲倦
睡眠障碍
早醒
食欲不振
性欲减退
内疚感

现在，这些症状出现在帕金森病病人身上的原因尚未清楚。詹姆斯·帕金森在他早期的
文章中提及过抑郁症和抑郁症的症状[48, 49, 50]。可惜，在现在社会里，许多医护人
员忽视了这些抑郁症症状。而且许多专家否认抑郁症是帕金森病主要症状的可能性，只
误以为这是对慢性疾病的情绪反应。
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抑郁症是帕金森病的一种主要症状，而不仅是一种对疾病的情绪
反应。首先，抑郁症在帕金森病患者中的发生率比平常人高出两倍。此外，抑郁症可能
在疾病的早、中或晚期出现，且除非病人接受治疗，否则他的抑郁不能根治。而脑影像
研究和死后解剖脑组织标本就是证明帕金森病抑郁症是一个独立病症的最有力证据。这
些研究显示，帕金森病不仅是缺乏多巴胺 (dopamine)的疾病，而且指出这些病人也缺
乏五羟色胺 (serotonin)，去甲肾上腺素 (norepinephrine)和乙酰胆碱
(acetylcholine)。这三种化学物质的不足常与退化过程有紧密的关系 [51, 52,
53] 。

一个治疗帕金森病的成功秘诀是及早发现并积极治疗抑郁症及其症状。每一个病人都需
要一个个体化的短期和长期的治疗计划。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多巴胺药物治疗都要被调
整，以得到最佳的效果。因为如果没有服用足够的药物或用药不够频密的话，都可能导
致抑郁症或抑郁症状。在某些情况下，病人会反映其抑郁和焦虑症状变化与服药分隔和
停药时间有关，即没有药效的时候有抑郁和焦虑症状。对轻度抑郁症来说，添加一种药
物可能已经足够了(例如，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或五羟色胺和去
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在开始治疗后的四至六周后，医生必须检查病人，以确认
药物份量是否足够以及是否出现了与药物有关的副作用。Herb Ward，一名佛罗里达州
大学的精神科医生，曾对我指出，神经内科医生们并没有在开抗抑郁药后随访患者。这
是一个我们需要改善的地方。
除了药物以外，我建议要注意睡眠问题。有需要的时候，甚至要接受辅导。对于中至重
度的抑郁症病人，我会将病人转诊给精神科医生。与精神科医生保持联络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一些精神科药物有可能会加重帕金森病的症状 (例如，多巴胺受体阻滞剂)。
另外，我们必须经常评估患者是否有自杀倾向，如果出现症状，应立即求医。我常劝诫
极度沮丧的帕金森病患者，尽管现在感到绝望，他们在接受治疗后情况便会改善，可以
重过愉快而有意义的生活。
严重而有抗药性的抑郁症可配合辅导治疗，如电休克治疗、迷走神经刺激、经颅磁刺激
和脑深部电刺激术等。虽然利用经颅磁刺激和脑深部电刺激术来治疗抑郁症仍在试验阶
段，但是一些经验丰富的研究中心却时有提供这些新疗法。尽管积尼高逊 Jack
Nicholson 主演的《飞越疯人院》在电影里讽刺电休克治疗 (ECT)，但现在却证明它对
抗药性的抑郁症患者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
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和抑郁症的新疗法
在我们的研究中心，神经外科医生 Kelly Foote 和精神科医生 Herb Ward 常常共同研究
以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来治疗抑郁症的可行性。以往人们认为精神科医生和神经外科医生
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过去 50 年有证据显示他们的合作是可以成功的。而他们
研究的大脑特定区域便是大脑 25 区。很多年前，一个叫做 Korbinian Brodmann 的神经
科学家给每个大脑区域设定一个号码。而 Helen Mayberg，一位在埃默里大学 (Emory
University) 工作的神经内科医生，表示大脑 25 区是调节人类悲伤情绪的一个重要地
方。她用功能性磁共振影像去显示大脑 25 区的位置。此外，她的研究指出通过仔细筛
选合适的病人，抗抑郁药和脑深部电刺激手术二者都有可能扭转大脑 25 区的不正常现
象，甚至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虽然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目前尚未完全适用于全部帕金
森病患者，患者应记住科学家和医生正努力使用这手术去治疗以往难以医治的精神病。
帕金森病的焦虑症和惊恐症
据估计，现在大约有 30％至 40％的帕金森病患者患有焦虑症。焦虑症的常见症状包括
过度担忧、心情紧张，和一般内在的恐怖感觉。许多患者描述这些内心感受就好像他们
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或是他们不知所措一样。其他常见的焦虑症症状包括 [54] ：
•

睡眠问题

•
•
•
•
•
•

不能集中精神
心跳加速的感觉
内心烦躁不安的感觉
出汗
恶心或胃部不适
呼吸急促

有部分帕金森病患者也会遇到惊恐发作。惊恐发作的特点是在短时间内产生一种强烈不
适或恐惧的感觉。通常恐慌症会突然发作，并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惊恐发作期间，患
者可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害怕，或一种无法控制的对死亡的恐惧。其他常见的症状包括
心悸、头晕、恶心甚至出汗。重要的是，有三分之一的帕金森病患者可能有焦虑症，但
是五分之一的帕金森病病人照顾者也患有焦虑症。由于抑郁症在帕金森病患者的照顾者
中甚为普遍，所以应该对有抑郁症的病人及其照顾者安排治疗。总而言之，有快乐的照
顾者才有幸福的帕金森病患者。
相比抑郁症的治疗，焦虑症的治疗更为棘手。有时候，这两种精神病会一起发生。大多
数有经验的医生会判断这些焦虑症症状与没有多巴胺药物 (关状态，"OFF") 是否有
关。若焦虑症恶化只出现在关状态，调节服药相隔时间，或增加服药次数可改善此症
状。在某些情况下，药物剂量可以增加。当焦虑症出现在治理得很好的帕金森病病人身
上时，治疗会变得更加困难。这时候，我们该联络精神科医生，并分辨病人得的是广泛
性焦虑症还是焦虑综合征。第一线药物有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erotonin and 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和三环类抗抑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至于广泛性
焦虑症或更严重的焦虑症状，我们一般会给予丁螺环酮(buspirone)甚至一种苯二氮
(benzodiazepine)类的药物。然而，当使用苯二氮 (benzodiazepine) 类的药物时(例
如，地西泮 (diazepam)、氯硝西泮 (clonazepam)、阿普唑仑加丁螺环酮(Xanax))，我
们该特别小心，因为这些药物可加大跌倒的机会。其他有效的治疗包括心理辅导、认知
行为治疗以及气功和太极等[19]。
未经治理的情绪障碍在帕金森病中的严峻现实
当 Laura Marsh, 一个在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 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在约
翰·霍金斯大学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工作时, 她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研究。劳拉走进社区去研究帕金森病的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
精神疾病。她惊讶地发现，大部分帕金森病患者都患有潜在的情绪障碍，而我们需要诊
断和治疗这些问题[55, 56, 57, 58]。此外，黎明鲍尔斯 (Dawn Bowers)和她的研究团
队最近在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显示，更多帕金森病病人患有冷漠症 (apathy)，甚至多
过患抑郁症[59]。所以，我们对冷漠症也应该加以治疗。这些发现无疑会使更多患者迈
向更快乐和有意义的生活。

秘诀 4：积极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

* * *

第 5 章：健康睡眠是必要的
“我们不仅需要说服 40%的人，更要说服所有人，好的睡眠质量与运动及营养对身体健
康都是同样重要的。”
Robert Schriner（医学硕士）。
在过去十年间，尽管我们知道睡眠障碍在帕金森病病人常见并且可以治愈，但是却经常
忽略这一点。事实上，过往我们过分着重帕金森病的运动性症状，例如震颤、僵硬、迟
缓、走路问题等。这令很多医生忽视了病人的睡眠问题。缺乏睡眠会使患者第二天容易
疲倦、心情烦躁不安以及抑郁。
究竟睡眠障碍在帕金森病患者身上有多常见呢? 研究显示，三分之二以上的帕金森病患
者有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包括白天过度嗜睡、失眠、夜间运动症状和与睡眠相关的呼吸
紊乱甚至窒息等等[19, 60, 61, 62, 63]。
患者和家人应该了解可能引起失眠的原因。脑细胞退化或损伤可导致睡眠障碍。此外，
帕金森病症状也可在晚上出现，而且震颤、僵硬和迟缓可能影响睡眠质量。再者，大家
必须记住帕金森病和非帕金森病的药物都可能引起睡眠障碍。
治疗帕金森病患者的睡眠问题有几个重要的原则。首先，最重要的原则是确立诊断。睡
眠障碍疗法的选择往往是根据病因而决定的。单靠安眠药并不能解决所有睡眠问题。很
多时候，影响睡眠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甚至会出现混乱，使医生难以确诊。例如，抑郁
和清晨早醒可能会出现于其他睡眠障碍中。第二个原则是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夜间睡眠
监测。简单的视像录影检查常常可解答神秘的睡眠问题，并找出相关的运动或呼吸问
题。不幸的是，一般神经内科医生或家庭医生通常都只是加大安眠药的剂量，而不是去
确立一个正确的诊断。
最后的原则是要全面检查药物名单。无论药物与帕金森病是否有关，我们都应仔细研
究。尽管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dopamine agonist) 可以改善帕金森病病人的睡眠问题，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多巴胺 (levodopa)也可以引致疲劳和睡觉问题。事实上，当多巴
胺剂量因帕金森病症状恶化而增加时，疲劳和嗜睡有时就会出现。有一次，Ramón
Rodriguez，一名现为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人员的前同事，为我的病人减少药物剂量。结
果，他解决了病人严重的疲劳症状，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重要的经验。
总的来说，你应该与你的医生讨论睡眠的五个主要问题。
1. 失眠: 难以入睡或每次只能睡几个小时。

2. 白天过度嗜睡 (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EDS)： 日间睡觉，睡眠发作，疲
劳 (提防药物的副作用成为此问题的成因，特别是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和止痛药) 。
3. 周期性肢体运动(periodic limb movements)： 睡觉时下肢慢而有节奏的运动 (通
常由视像录影的睡眠检查确诊)；不宁腿综合征(restless legs)：因为患者有一种内
在不安的感觉而需要移动腿部去减少不适的感觉。
4. 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RBD)：正
常情况下，在睡眠发梦的时候人体的所有肌肉都十分平静。然而，当病人得了这种
疾病时，他可能有会发恶梦，甚至把梦境所见的都表演出来，以致造成自我伤害或
伤害到身边的伴侣。最常见的治疗是一种苯二氮卓类药物，例如氯硝西泮。
5. 睡眠有关的呼吸障碍： 最常见的是睡眠窒息。这时候，患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
呼吸暂停。这可能会导致夜间睡觉的时候不时发生“觉醒”的情况，以致令睡眠质
量恶化。
其中一个令人心碎的典型故事来自患者的配偶。通常，配偶描述他的帕金森病伴侣不仅
会把梦境所见的做出来，而且大部分人会“在梦中与坏人打斗”，结果伤害了枕边人。
最终，夫妇只好分床而眠，导致婚姻出现裂痕。这正是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RBD)
的写照。只需要开低剂量的苯二氮卓类药物，例如氯硝西泮，劳拉西泮，地西泮等，就
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是来自一个因为超过十年的疲累而变得残疾的帕金森病患者。通
过一项简单的夜间睡眠监测，这些病人被诊断出睡眠窒息。在睡眠窒息的病人中，患者
会不自觉地停止呼吸，有时甚至一小时会发生一百次或以上。这导致病人不能在整个晚
上连续睡觉，以致在日间异常疲倦。一个持续气道正压(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 的呼吸机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亦可消除白天疲劳的症状 [19, 60,
61, 62, 63] 。
抑郁症和睡眠卫生
另外，您应该评估病人是否有抑郁症、焦虑症或其他精神病，以及是否需要治疗，因为
这些精神病可能对睡眠有恶性的影响。许多人不知道情绪和睡眠之间有密切关系，而
Laura Marsh 在她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研究中发现，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早
醒也许是未经治疗的抑郁症的其中一个病征，你应当谨记晚上服用额外的左旋多巴
(levodopa)改善帕金森病症状，也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睡眠卫生是指那些可能影响睡眠的行为和环境因素的诊断和治疗。以下是多年来帮助了
不少帕金森病患者的心得。
•
•
•
•
•

每晚争取七小时或以上的睡眠
意识到睡觉九个小时以上可导致白天过度嗜睡
上床前数小时内避免饮酒
在晚餐后和上床前减少咖啡因(咖啡、茶、苏打，巧克力)的摄入
创造黑暗和舒适的睡觉环境

•
•

在睡眠空间除去电视和电子媒体设备
每日做运动，但不在晚餐之后

第 5 个秘诀：健康的睡眠是必要的
* * *

第 6 章-帕金森病中的成瘾
“人应该提防三件事：避免严重上瘾，避免不能自拔的债务, 避免在准备安定下来前成
家立室。”
-- James Taylor
随着多巴胺的面世，不少医学专家和病人相信用来医治帕金森病的灵丹妙药出现了。以
前，患者会变得像僵硬的雕像，并且需要入院治疗。服用多巴胺药片以后，他们可以自
由走动，而且帕金森病症状都消失了。然而，科学家很快便发现，多巴胺药片仅能缓解
症状，而不能阻止病情的进展。此外，在接受多巴胺治疗数年后，大多数患者会出现并
发症，如开关现象或不自主动作。
左旋多巴治疗和上瘾般的行为症状
Andre Barbeau 在 70 年代早期至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左旋多巴治疗的好处与并发症的
学术文章。他观察到，有患者在服用多巴胺治疗后会产生不常见的副作用。他指出，超
过一半病人服用高剂量的多巴胺 (每天 4 至 6 克) 后会出现躁狂或夸大的表现。他还表
示少数病人会变得性欲亢进、性格障碍以及在作重大决策时判断失误[64, 65, 66, 67,
68]。
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 “Punding”
Joe Friedman 和他的同事在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发现服用左旋多巴的病人会
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 “Punding”[69, 70] 。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
“Punding”是由 G. Rylander 于 1972 年首先在服用过量安非他明的患者身上发现的。
而实际上，这现象却在 Joseph Heller 的名为《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小说中最先出现 [71]。
这本小说十分有名。Joseph Heller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说到，在面对真实和迫在
眉睫的危险时，保障自身的安全是理性的表现。奥尔 Orr 是故事中的其中一个主角。他
是一名机师，当时神志很失常，可能会影响飞行。那时，他必须做的事就是提出要求。
然而，一旦他提出要求，他便不再是疯子，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如果奥尔继续执行
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但是假若他停止飞行，那就表示他神志完全正常；要是他神志
正常，那么他就必须去执行飞行任务。假如他执行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所以就不必

去飞行；但是如果他不想去飞行，那么他就不是疯子，于是便不得不去飞行。《第二十
二条军规》这一条道理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约塞连 Yossarian 深受感动，于是肃然地吹
了声口哨 [72] 。
-- Joseph Heller，《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
现在，牛津英语词典把“Catch-22”解释为“在某种情况下，一个要求依赖另一个要
求，而后者却又反过来受制于第一个要求。”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名叫做 John Yossarian 的飞行员。活在
第二十二条军规下，这名飞行员努力地在战争中求生。在小说第 3 章，“哈弗迈耶”
("Havermayer") ，Yossarian 刚从医院回来。他发现投弹手同伴--奥尔 Orr，有不寻常
的行为。
在 Yossarian 回来那天，奥尔 Orr 在反复修补汽油进炉子的接口。其实，他在
Yossarian 前往医院时已经开始修补。进入帐篷时，尽管 Yossarian 一眼就已经看到，
他依然小心翼翼地问：“你在做什么?” 奥尔 Orr 说：“这里有一个渗漏位，我正在尝
试图修补它。”
“奥尔 Orr 蹲在帐篷的地板上。他不停地工作，先分开接驳口，然后仔细摆放，计算，
并研究所有细小的配件，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一样。接着，他重新安装整个
小装置。在整个过程中，他非常耐心地重复操作，既没有疲劳的迹象，也没有打算完成
的意思 [72]。”
这种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被称作“Punding”，而这现象多发生在服用多
巴胺受体激动剂或左旋多巴的患者身上。这种行为是一个对重复操作技术或机械设备的
强烈迷恋，包括不断处理、检查和排序常见的物件，不断梳洗修饰，异常重复地写作和
甚至不为社会认可的过度舞蹈动作等等 [69, 70, 71]。
我曾见过不同的帕金森病患者做各式各样的不寻常的重复活动，包括装配和拆除手表、
钓鱼、绘画、收发电子邮件、撕开杂志内页等等。如果试图停止患者的这些刻板行为，
往往会遇到阻力，会使患者变得烦躁不安，发生情绪上的变化。在许多情况下，为了不
停止该重复性行为，患者甚至会选择撒尿在自己身上而不去洗手间。事实上，有些照顾
者宁可患者继续不断重复动作，因为这样患者通常会感到比较安全、专注和有满足感。
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Punding”首先由 Rylander et al. 于 1972 年在医
学文献中发表。不过，Joseph Heller 却早在 50 年代初期就写出了小说《第二十二条军
规》，小说在 1961 年出版，足足比 Rylander 早十一年描述了这种现象。在海勒
Heller 的小说中，这种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行为是由于患者被意大利妓女的细鞋跟
打伤头部而造成的。而对于帕金森病，这行为则是因为多巴胺替代疗法或多巴胺受体激
动剂所造成的 [71]。

所有帕金森病病人或照顾者都应该在多巴胺治疗过程中出现任何不寻常行为的时候提醒
他或她的医生。不寻常的行为，如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 “Punding”，可
以通过简单调整药物疗程，或通过添加其他药物，如喹硫平(quetiapine)、氯氮平
(clozapine)，甚至其他情绪稳定剂来改善病情 [19]。
多巴胺失调综合征
多巴胺失调综合征是一个在使用多巴胺替代疗法 (例如,息宁 Sinemet 或美多芭
Madopar) 后可能出现的罕见现象。Andrew Lees 和他来自伦敦皇后广场医院 (Queen's
Square Hospital) 的同事把这称为享乐主义稳态失调综合征 (hedonistic
homeostatic dysregulation syndrome) [73] 。这些症状只出现在百分之一至三的使
用多巴胺替代疗法的病人身上，而最初此问题只集中在服用息宁 Sinemet(欧洲)和美多
芭 Madopar 的病人身上。它被认为是上瘾般的综合征，因为无论如何，患者都会不惜一
切去渴求并大量服用多巴胺药物。由于这些药物被认为可刺激大脑的奖励中心，所以这
可能是一个令医生难以解决的原因。治疗方法包括调整药物，认知行为治疗和心理辅导
治疗。另外，对于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 “Punding”，喹硫平 、氯氮平
或情绪稳定剂都可帮助病人恢复正常的生活。
息宁 Sinemet®与美多芭 Madopar®没有毒性
当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在 90 年代被引进市场，它只被视为一种辅助多巴胺药物 (例如,
左旋多巴) 的治疗。当时有专家推测这些药物可能会延缓病情恶化的进展，且其并发症
会比左旋多巴少。很多原来对左旋多巴的指控，来自于那些一直在寻找可取代左旋多巴
作为帕金森病的主要药物治疗的药厂。尽管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有更多副作用，且左旋多
巴是一种医治帕金森病非常有效的药物，抗左旋多巴运动的影响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
其实，许多帕金森病患者和家人对息宁 Sinemet 和/或美多芭 Madopar 可能会加速病情
进展的虚惊和恐慌是不必要的。 许多神经内科医生常常不必要地限制药物剂量和药物
间隔时间。这些想法只是基于几乎不存在的主观证据。帕金森病的病人和家属该知道多
巴胺替代疗法，如息宁 sinemet 与美多芭 madopar，仍是现有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治疗
方法。
多巴胺替代疗法是没有毒性的，而且并不会加速病情恶化。Laura Parkkinen 和她来自
伦敦皇后广场医院(Queen's Square Hospital) 的同事检查了 96 个帕金森病患者尸体
的大脑病理组织，并把这些组织与临床资料（包括使用左旋多巴的治疗）结合起来。结
果，研究显示人类长期使用左旋多巴并不会加速帕金森病的进展。
在随后的讨论中，该领域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指出对这一问题仍然有挥之不去的担忧。
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确定左旋多巴对多巴胺神经元是否有毒性和加速退化过程的影
响。支持这一指控的科学依据包括左旋多巴会进行自动氧化过程(auto-oxidation) ，
形成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以及毒原纤维(toxic protofibrils) 。此
外，其他证据来自一个把左旋多巴混合于脑细胞并放置在培养器皿的实验。在器皿中的
左旋多巴对同在培养器皿内的脑细胞有毒性。不过，这项研究并不能证明这药物对治疗
帕金森病患者的神经有毒性 [74, 75]。

现在，许多国家发表了不少研究，提供了不同级别的证据。最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的 Stanley Fahn 发表了一份很出色的名为 ELLDOPA 的研究。
Stanley 是现代运动障碍神经病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推断左旋多巴对患者非常有帮助，
且它可能对病程有正面的影响 [76]。现在，Rob de Bie 在荷兰正进行一个后续研究，
而这个研究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左旋多巴治疗的好处.
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 (National Parkinson Foundation) 有一项超过 6000 名帕金森
病患者参与的质量改进计划研究 (Quality Improvement Initiative study) ，又被称
为帕金森成果项目 (Parkinson Outcome Project), 根据这一研究，息宁 Sinemet 是最
常处方的药物 [77] 。直至目前为止，这是一项最大型且历时最长的帕金森病研究。在
这项研究中，专家医生表示他们使用处方左旋多巴比其他药物 (包括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更多。而随着病情的进展，他们使用左旋多巴的时间也会相应增加。因此，当医生提及
左旋多巴治疗的时候，患者应谨记这些信息。
除此以外，息宁 Sinemet 与美多芭 Madopar 应该被视为安全和有效的治疗帕金森病的药
物。药物的剂量和分隔时间应该由有经验的神经内科医生调整，从而针对不同的症状量
身定制疗程，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当大家在谈论左旋多巴的毒性以及加速疾病恶化的潜
在可能性的时候，病人和家属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并专心治疗。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宝贵
关系不应浪费在这些指控身上，而医生也不应过份限制药物的剂量，尤其是在那些有可
治疗症状的病人身上。如果希望改变现行的临床治疗方案，那些批评息宁 Sinemet 和美
多芭 Madopar 治疗的专家就需要找出更有力的临床数据。同时，我们需要与病人分享支
持左旋多巴治疗既没有毒性、也不会加速病情恶化的证据[19]。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和近期出现的严重上瘾类的行为
此外，我们应理解服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风险，而在服用此类药物的
患者中，接近六分之一有严重的并发症 [78, 79, 80, 81, 82]。医生、病人和家属应
在试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前了解药物潜在的风险。虽然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对大部分帕金
森病患者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当强迫、冲动等问题出现时，就如多伦多西区医院
(Toronto Western Hospital)的 Tony Lang 所提出的一样，这药物能够触发可能伤害家
庭的行为。如今，Tony 是世界上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的最顶尖的专家之一，而他说的话
是非常有份量的。倘若病人和家属都知道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风险的话，当遇到问题的
时候，他们就可以尽快更换或停止此药物。
因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而引起的冲动控制障碍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s) 已经
成为在临床医学治疗以及与多宗集体法律诉讼有关的重要问题。Dan Weintraub，一个
来自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医学博士，研究了来自
美国和加拿大共 46 个不同运动障碍中心的 3, 090 名正在接受治疗的帕金森病病人。
Dan 和他的同事发表了震撼性的研究报告。其中，13.6％患者有冲动控制问题，包括
5％病态赌博的病人，3.5％强迫性行为的病人，5.7％有强迫性购买欲的病人，4.3％暴
饮暴食障碍的病人。另外，3.9 ％患者有两个或以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相对于那些

没有服食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病人，在服用这种药物的病人身上，这种冲动控制障碍比
较常见(17.1％: 6.9％) [81]。
其后，相关研究描述了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后的病人出现这些行为的风险因素。Dan
表示，年轻、未婚、吸烟以及有赌博问题的家族病史都是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前需要
考虑的重要事项[81, 82]。
在 2007 年，Hubert Fernández (现为克利夫兰诊所 Cleveland Clinic 的运动障碍主管)
和我一同教了一个名叫 Mike Shapiro 的医科学生。虽然 Mike 后来转到精神科，但是他
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与帕金森症病态赌徒有关的四大因素：焦虑，愤怒，年龄
和激动剂》。这些因素包括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年龄 (年轻) 、焦虑和愤怒
[83]。遗憾的是，我们忽略了第五个因素，即由过度饮酒或滥用毒品的病史而引起的冲
动控制障碍。后来，英国剑桥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的精神科医生 Valerie
Voon 发现了此因素[78, 79]。故此，医生和帕金森病患者都应在使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前了解使用这种药物可能造成冲动控制障碍的危险因素，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近年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越来越多用于治疗其他疾病，例如不宁腿症候群
(restless legs syndrome) ，垂体泌乳素腺瘤(prolactinoma) 和纤维肌痛
(fibromyalgia)。目前，有证据显示，这些药物亦可能在这些非帕金森病病人身上引起
冲动控制障碍。
在 2011 年，我们一位来自泰国的研究员 Natlada Limotai，写了一篇关于多巴胺失调、
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 “punding”、冲动控制障碍以及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戒断综合征 (dopamine agonist withdrawal syndrome, DAWS) 的重要文章 [84] 。我
们的临床医学团队开始越来越关注帕金森病的上瘾类行为。每年，在美国国家帕金森基
金会(NPF)，我们收到越来越多的来自病人和家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描述多巴胺受体
激动剂对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而我在佛罗里达大学的门诊也曾见过同样的问题。
婚姻破裂、性欲亢进、暴饮暴食、强迫性使用互联网和强迫性网络色情都增加上瘾机
会。然而，与此同时，有些神经内科医生和家庭医生不相信帕金森病患者会有严重上瘾
的可能性。我们非常努力地反复检查，积累了长达 9 年的经验，并发表了一篇文章供社
会大众和医学界参考。由于我们希望打破帕金森病不会上瘾的谣言，我们特地把这篇学
术文章称为“帕金森病上瘾般的症状：一个研究中心的 9 年经验”。
Natlada 翻阅了超过 1, 000 个病人病历，并发现 8％服食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患者在减
药的时候出现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戒断综合征 (dopamine agonists withdrawal
syndrome, DAWS) 。这种病症与吸食鸦片和可卡因的瘾君子所出现的综合征相似
[84]。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戒断综合征 (DAWS) 这名称最初是由在纽约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接受运动障碍专科培训的 Melissa Nirenberg 所提出的。
Melissa 只是靠聆听病人的故事而知道类似戒毒的症状，从而发现戒断综合征的存在的
[85] 。这是一个敏锐而重要的观察。

Natlada 在文章中提出，大约有 1％病人有多巴胺失调综合征，而这病症是与左旋多巴
或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上瘾有关的。然而，根据她的报告，最常见的行为问题却是发病率
9％的冲动控制障碍 (ICD)。不过，实际数字似乎被低估了。最近的研究报道，冲动控
制障碍的发病率大约为 14％。我们觉得发病率被低估可能是因为在最初的 9 年的研究期
间，大家对这种情况缺乏认识。所以，我们可能错过了对这个病症的诊断。有趣的是，
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punding”这一现象出现在冲动控制障碍和多巴胺
失调的病人身上[84]。总而言之，就像 Dan Weintraub，Valerie Loon，Tony Lang 和
许多权威专家一样，我们断定帕金森病患者使用多巴胺治疗和其成瘾的行为问题有极大
的关系。
治疗
减少或停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以及加入其他药物，是成瘾行为问题的主要治疗方法。
尽管心理辅导和认知行为疗法治疗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疗法，可是它们还没有被仔
细研究。有些研究团队甚至建议可使用外科手术--脑深部电刺激术。因为如果采取脑深
部电刺激术后，病人将能够减低多巴胺能药物的剂量，从而医治上瘾般的症状。
最近，一名医科生，Sarah Moum，仔细翻阅了我们所有接受脑深部电刺激术病人的医疗
记录。她发现病人在手术后，包括任何大脑靶点 (丘脑底核 subthalamic nucleus 或苍
白球 globus pallidus) 的单侧和双侧的刺激术，多巴胺失调的诊断并没有转变。在 7
个有冲动控制障碍的患者中，有 2 位患者在术后冲动症状得到改善。但是，同时也有 17
位患者在手术后得了冲动控制障碍，以及 2 位患者出现了多巴胺失调的问题。我们吸取
到的教训是，进行脑深部电刺激术前应该首先处理冲动控制障碍和多巴胺失调症候群，
并讲明白此手术不仅不是此问题的最佳治疗方法，而且有可能令问题恶化 [86]。Paul
Krack 所领导的法国格勒诺布尔研究团队最近提出了一种可在冲动控制障碍病人身上较
安全地使用脑深部电刺激术的方法 [87]。

第 6 个秘诀: 成瘾的症状可能在帕金森病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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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运动能提高大脑功能
“运动缺乏会破坏每一个人的良好状态，而有系统的运动训练能够挽救和保护这些人体
的良好状态。”
-- 柏拉图，Plato
很多年前，在充足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出现之前，有些医生会建议病人
多多运动。在左旋多巴时代前，一些住在医院的帕金森病病人会被要求在巡房时替医生

推巡房车或替医院职员折叠毛巾。早期有关特定任务的运动训练对改善帕金森病病人的
临床症状令大家相信运动是有益的。多年来，我常告诉病人运动就好比“药物”，而且
每天做伸展运动和例行运动训练都会有明显的好处。此外，我注意到在复诊一小时前进
行过运动的患者多显得更聪明和更乐观。尽管我个人相信帕金森病患者应多做运动，但
是直至目前为止，我们仍缺乏有力的科学理据。
运动的重要性
来自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 Michael Zigmond 博士和一名著名的
神经科学家针对运动能否保护神经，甚至防止帕金森病恶化做了研究。Mike 善于团结此
领域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以促进此领域的研究，并参与了许多早期的实验。他的团队
研究运动在 6-hydroxydopamine 帕金森病动物模型的作用。当 Mike 强迫动物做运动
时，他观察到运动会降低它们出现帕金森病症状的可能性。Mike 推测，运动会增加大
脑中被称为营养因子(trophic factors) 的化学物质，而这些营养因子可防止脑细胞死
亡 [88, 89]。
Beth Fisher, Giselle Petzinger 和来自洛杉矶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的研究人员把帕金森病的运动研究由动物模型扩展到人类研究。他们在运
动医学与康复科学杂志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发表
了一篇学术文章，其中提供了密集式运动训练对帕金森病患者的功能影响的初步数据。
他们也希望确定病人表现的改善与正向的大脑生理变化是否有关。结果显示，帕金森病
的运动性症状 (以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 Unified Parkinson Disease Rating Scale,
UPDRS 来评估) 有一定的改善，而密集式的运动训练对病人最有益。这些研究结果证实
了运动特别是密集式运动带来的好处。这项研究，以及其他最近发表的研究改变了临床
治疗方案，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运动障碍专家会告诉患者要每天运动 [90, 91]。
此外，我们需要大型研究来证实运动能否减少跌倒。幸运的是，目前有许多研究已接近
尾声。这包括了 Daniel Corcos, Christopher Hass 和 David Vaillancourt 的阻力训
练对帕金森病影响的研究。此外，还有几篇已发表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在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中介绍太极作为平衡治疗的研究 [92,
93]。
最近，Anke Snijders 和 Bastiaan Bloem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发表了一篇关于帕金森病患者的简短报告。这份报告还附上了一位晚期
帕金森病患者的严重走路问题和步态冻结症状的录影带。虽然这个帕金森病病人已患病
多年，但是他依然能够每天骑自行车超过 6 英里。所以，Bloem 感到“非常有趣”[94,
95]。
多年来，我在治疗帕金森病患者时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对帕金森病病人所说的话抱以信
任。Bloem 和他的同事的确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跟进和证实故事的来龙去脉。事实
上，他们的简短报告是根据来自乔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和后来转到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 的 Jay Alberts 博士的观察所写的。Jay

表示骑自行车和强制运动对帕金森病有益 [96]。他的结论是和帕金森病病人踩双人自
行车时坐在后座观察得来的。他举行了一个与帕金森症病人共同骑自行车穿过爱荷华州
(Iowa) 的慈善活动。在这项骑自行车的活动后，这些患者的症状有明显的改善。当 Jay
在乔治亚理工大学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而我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
学 (Emory University) 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用不同的研究草案去共同诊治同一个病
人。那时，我的研究草案非常失败。不过，Jay 以横跨爱荷华州 (Iowa) 的骑自行车活
动作为基础的研究却成了运动对帕金森病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为什么骑自行车会改善症状呢?为什么 Bloem 的病人可以骑自行车但不能走路呢? 这些
问题的答案仍是一个谜，但许多专家认为，答案可能藏在大脑内一组非常复杂的相互联
系的结构 (即基底核)中。这个神经网络结构有助于促进运动、情绪和认知能力。目
前，基底核的功能和运作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奥秘之一。我们相信这些神经网络系统就
好比先进的数据处理器，可以调节复杂的大脑功能，并过滤和排列信息。因此，基底核
也许能解释造成 Bloem 所描述的能骑自行车但无法走路的现象。
另外，基底核也可能被其他大脑系统绕过，从而帮助病人去骑自行车。基底核疾病 (例
如，帕金森病或其他运动障碍) 可能因为压力和焦虑而恶化 (例如，缺乏睡眠或婚姻问
题) ，但是这些症状亦可被情绪、运动、视觉以及许多非药物和非手术的方法 (例如太
极) 改善。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基底核如何运作，并明白运动疗法的疗效 [97]。
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个最近的访问中，Bloem 表示他并不是鼓励所有患
者去骑自行车和走在繁忙的道路上。他澄清，患者需要在别人帮助下骑上自行车，且停
在交通灯前时有可能出现困难。所以，他们需要在安全区域内骑自行车。他建议患者骑
三轮车或使用固定自行车。再者，他还表示某些不能走路的病人，骑自行车不但可以改
善他们的症状，而且也可提供一些心血管系统的运动训练。
虽然 Bloem 的观察很有趣，但是我想告诫所有帕金森病患者不要随便尝试。大家要知道
Bloem 来自荷兰，而那里几乎每个人都会终身骑自行车。突如其来的药物失效 (即药效
已过)，平衡问题，以及其他复杂的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撞车和严重的伤害。因此，在骑
自行车前，病人最好先征求医生和物理治疗师的意见。如果你选择骑你的新自行车，你
需要一个同伴和一个头盔。
目前，Bloem 和 Martin Munneke 正带领着荷兰的 NPF 卓越中心一起工作。他们把帕金森
病网 ParkinsonNet 这一概念引入到运动障碍这个范筹。帕金森病网 ParkinsonNet 的创
立宗旨是为帕金森病有关的护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概念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可
以推广到其他地区和国家。这个主意很简单，即通过一个完整的保健网络去为各地的患
者提供更方便的帕金森病治疗。Bloem 和 Munneke 进行了一个以社区医院为基础的近
700 名患者的研究。他们把患者随机分配到帕金森病网 ParkinsonNet 或常规治疗，然后
在六个月后再跟进患者。作者的既定目标是 (a)评估帕金森病网 ParkinsonNet 医疗系
统执行后所带来的转变； (b) 通过判断患者的健康效益来记录执行帕金森病网
ParkinsonNet 后的结果；以及(c) 评估这个新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和成本效益。虽然不同

类别在主要结果 (Specific Index PSI-PD) 上并没有明显的分别，但是帕金森病网
ParkinsonNet 在减少社会的财政负担的同时，还能提高整体的医疗质量 [98,
99,100,101] 。
物理治疗是治理帕金森病运动症状最受欢迎和采用最广泛的辅助联合治疗。事实上，最
近几年, 针对帕金森病在物理治疗和运动训练的研究数量增加了超过 500％。令人振奋
的发现是，以运动为基础的动物研究中揭示了神经可塑性的转变，甚至改善病情的可能
性。一些临床研究甚至反映出物理治疗可提高活动表现和生活质量。不幸的是，这些研
究结果至今还没有应用于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说服和引
导大家如何使运动训练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项目。
至今，世界各地的治疗帕金森病中心都提倡患者多做运动。这些证据似乎暗示运动对帕
金森病有益的影响，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这些研究会揭
示 1) 哪类运动是有必要的，2) 应以哪种强度去做运动，3) 一星期该做多少次运动才
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尽管许多医生认为鼓励早期的帕金森病病人运动可能会有改善病
情、甚至保护神经系统的益处，但这种想法尚未得到证实。 运动除了通常给身体带来
的好处，似乎也有可能带来运动及非运动性的益处。所以，一个每天运动的计划是合情
合理的。然而，大家要记住，如果你不出汗的话，那就不算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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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为住院做好准备
“我有一个最喜欢的墓地，因为那儿十分干净，而且医生和护士都非常亲切。”
--Jarod Kintz
在几年前，我们对于病人在医院的负面报告感到十分惊讶。因此，我们决定利用美国国
家帕金森基金会(National Parkinson Foundation) 的卓越中心国际网络进行调查。我
们所发现的是令人吃惊的事实。
帕金森病的住院治疗
我们的团队发表了一系列共三篇学术文章，目的在于找出并建议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住
院治疗。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的目的在于回顾和评论过往相关的文献，并提出住院的
帕金森病病人的治疗的不足 [102]。由于很多专家指出帕金森病患者比一般人更常入
院，并需要更长的住院时间，所以我们对帕金森病的住院治疗这一问题很感兴趣。我们

的工作小组查阅了过去 40 年的文献。大部分文章都表示，运动障碍是造成较高的住院
率和并发症的原因 [103, 104]。
除此以外，造成住院的其他原因还包括运动并发症、行动不便、不遵守服药指示、不恰
当地使用精神科药物 (多巴胺受体阻滞剂)、跌倒、骨折、肺炎以及其他严重的健康问
题。对此我们有许多相关发现，而且其中很多问题是可以预防或改善的。药物、剂量和
特定的服药时间表都是决定帕金森病病人的住院治疗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目前为
止，大家还不清楚医院员工对这些问题是否有足够的认识。
员工对药物和药物治疗的培训是不足的。再者，很少文献建议及早活动和预防吸入性肺
炎的关键性，虽然它们是帕金森病的头号杀手。我们认为有迫切需要去提出教育方案、
建议和指引，而这些指引可以拯救生命、节省成本和改善治疗效果。
住院病人的治疗
在第二篇文章中，我们通过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 (NPF)的 54 个卓越中心网络去搜集
和探讨目前帕金森病患者住院治疗的做法和意见[105]。我们要求每一个中心就帕金森
病病人的住院治疗完成网上调查。这些中心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保健设施，而其中 43 个
享有极尊贵和难得的“卓越中心”的名誉。许多中心反馈，他们对帕金森病病人的特殊
照顾和住院治疗的质量特别关注。最大的问题包括病人能否维持定时服药，以及医院工
作人员对可恶化病情的药物缺乏认识。
令人意外的是，现在只有很少的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 (NPF) 的卓越中心有政策让医
院可以在帕金森病病人入院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他们的主诊医生。
可惜，通知病人入院接受治疗的消息往往是由病人或家人直接报告的。大约三分之一的
卓越中心表示他们一般是在病人出院后直至正常复诊时才得知病人曾入院的消息。病人
很可能在出院数月后才复诊，而大多数卓越中心也缺乏出院快速门诊的服务。预约手
术、跌倒、骨折、感染和思绪混乱都是住院的常见原因。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帕金森病患者被送进医院后，我们需要让一名帕金森病专家或至
少神经内科医生对其进行检查。此外，对医院员工和医生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有关帕
金森病的并发症和药物治疗也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而最重要的是，门诊服务也需要改
善，以避免不必要的住院治疗。
住院治疗的风险因素
第三篇也是最重要的文章，我们在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NPF)的质量改善计划的帕金
森病病人中寻找帕金森病患者住院 (急症室(ER) 或住院) 的风险因素。这个质量改善
计划是根据达特茅斯健康中心 (Dartmouth Health Outcomes Center) 的 Gerry
O'Connor 一个类似的方法所构思出来的。当时，Gerry 有一个疯狂但实际的想法。他每
年收集所有囊性纤维化 (cystic fibrosis) 患者的数据，并把这些数据作为每个中心
的表现和提升治疗水平的指标。大多数顶尖的科学家都会认为这种方法浪费时间，精力

和金钱，但是这些记录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根据这些来自全国囊性纤维化患者的数
据，我们发现现在一个囊性纤维化患者能多活 10 年 (病人死亡的年龄由约 28 岁增长至
38 岁)。
Joyce Oberdorf，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 (NPF)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聘请 Gerry
O'Connor 与我们的帕金森病专家来复制相类似的计划。Joyce 还聘请了一位来自哈佛大
学 (Harvard University) 和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的青年数学天才
Peter Schmidt。曾是成功的投资银行家的 Peter 非常渴望能帮助别人。他和来自宾夕
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 Andy Siderowf，来自多伦多万锦市
(Markham, Toronto) 的 Mark Guttman 和来自俄勒冈大学 (University of Oregon) 的
John Nutt 组织了一群医生和科学家进行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质量改善研究
(National Parkinson Found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Study) [77] 。
根据最初从研究所得的数据，在 3, 060 名患者中，有 1016 (33％) 的患者在研究计划
第一年需要住院。其中，49％患者需要在第二年再次住院。而在第一年不用住院的患者
在第二年仍有 25％的住院风险。
这个研究计划的数据是由 Anhar Hassan 分析的。他是我们当年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研
究人员，现在是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 (Rochester, Minnesota)的马约诊所 (Mayo
Clinic)工作的医生。令人惊讶的是，他发现了帕金森病患者有很高的住院率 (包括急
诊室或住院) ，并且这些住院治疗一般是与重度帕金森病合并慢性疾病 (例如高血压、
心脏病、胸肺问题) 有关。而且，住院治疗的患者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去完成站立和行
走测试 (timed up and go test) (即是，在这测试中，患者要从一张椅子站起来，走
10 米并再返回到椅子上的时间)。住院病人的生活质量相当差，且正如大家所料，这对
病人的照顾者也是很大的负担。正如 O’Connor 的关于囊性纤维化 (cystic fibrosis)
的研究一样，某些中心的表现会比其他中心优秀，令我们想到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去提
高医疗质量和防止住院治疗。
帕金森病人避免使用的药物
在进进出出医院的时候，去了解帕金森病患者需要避免哪些药物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好
朋友，来自佛罗里达州 (Florida) Ft. Meyers 的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资深脑神经内科专
家，Ed Steinmetz，向我指出，最近在公共公民通讯 (Public Citizen Newsletter)
上发表了那些该避免在帕金森病使用的药物列表。这个做法是要列出每一种与帕金森病
或类似帕金森病症状有关的药物。不过，这一个简单的“药物列表”可能会错误地断定
大多数药物都是对帕金森病有害的，甚至认为任何药物都可导致帕金森病。在一般情况
下，此概念是不正确的。尽管这种方法是善意的，它仍需要作很大的修改，因为帕金森
病太复杂，所以单靠一个简单的列表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多巴胺受体阻滞剂可导致帕金森病恶化，但多巴胺替代疗法 (左旋多巴
carbidopa / levodopa，息宁 Sinemet，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dopamine agonists) 却可
以改善帕金森病的症状。许多帕金森病患者所面对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精神病 (幻
觉，错觉和行为改变，如妄想症) 。所以，我们该怎样在出现幻觉的时候去使用舒缓精

神病症状的多巴胺受体阻滞剂，而在这时候又如何使用多巴胺替代疗法呢? 这些药物的
效力会互相抵消吗?
现在，有两种不会抵消多巴胺药物效力的多巴胺受体阻滞剂。它们不会明显恶化帕金森
病的症状。一个是喹硫平 (Quetiapine; Seroquel) ，另一种是氯氮平 (Clozapine;
Clozaril)。氯氮平 (Clozapine) 是这两种药物中药力较强的，但它需要每周抽血检查
一次。其他传统的多巴胺受体阻滞剂，简称为抗精神病药（例如氟哌啶醇 Haldol），会
恶化帕金森病的病情。每一个帕金森病患者和医生都应该知道无论是住院或门诊病人，
这两种药物是治疗精神病的治疗首选。
患者可能不知道一些常用于头痛或胃肠道动力障碍等疾病的药物也可阻隔多巴胺，从而
使帕金森病恶化或导致帕金森病似的症状。这些药物包括丙氯拉嗪 (prochlorperazine;
Compazine®) ，异丙嗪 (promethazine; Phenergan®) ，甲氧氯普胺
(metoclopramide; Reglan®) 。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药物。此外，减少多巴胺的药
物，例如利血平 (reserpine)和丁苯那嗪(tetrabenazine)，可能会导致帕金森病恶
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应该避免。因此，我们应该用不会使帕金森病症状恶化的药物去
代替这些药物，包括医治恶心的昂丹司琼 (ondansetron; Zofran®) ，红霉素
(erythromycin)或帮助肠胃蠕动的多潘立酮 (domperidone)。美国药房没有供应多潘立
酮 (domperidone) ，但是专科药房也可根据特别要求提供此药物。
一般来说，抗抑郁药物、抗焦虑药物、情绪稳定剂、甲状腺替代治疗药物和高血压药物
都可安全地使用而不会导致帕金森病恶化。然而，虽然这些药物常出现在那些避免在帕
金森病使用的药物列表中，包括 Public Citizen 所提供的列表，可是大家千万不要被
误导。虽然这些药物有可能导致帕金森病恶化，但这些现象都是非常罕见的。不过，最
大的问题却是药物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常遇到的帕金森病药物与常见药物之间的
相互作用是混合 MAO-B 抑制剂 (司来吉兰 Selegiline / Selegiline hydrochloride
dissolvable / Zelapar，雷沙吉兰 Rasagiline / Azilect) 和止痛药 (如杜冷丁
Meperidine [杜冷丁 Demerol]) 。
此外，MAO-A 抑制剂 (例如 Pirlindole) 不应该与抗抑郁药同时服用。在罕见的情况
下，混合抗抑郁药与另一种药物可导致五羟色胺综合征 Serotonin syndrome (心跳加
速、震颤、出汗、瞳孔扩张、抽搐和异常活跃的反射动作)。虽然许多药剂师会质疑潜
在的相互作用，并拒绝补充药物，但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MAO-B 抑制剂都可以安全地
与抗抑郁药共同使用。
因此，那个关于导致帕金森病恶化药物的列表需要重新评估。基于帕金森病的复杂性，
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更加精密的处理方式。在医生的指引下，这个列表需要考虑到，除了
少数药物外，大部分药物都可以安全和有效地使用在帕金森病患者身上。这包括了许多
在市面上有售附有“不可用于帕金森病患者”标签的药物 [19] 。
提高治疗意识的运动

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会 (NPF) 采用住院治疗和对帕金森病最差的药物的资料协助住院
的帕金森病病人。然而，美国国家帕金森基金遇到的挑战是，病人没办法指望每一家医
院和每一位医院的员工都了解面对帕金森病患者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当
时，大家有一个想法，类似于给即将分娩的孕妇发放的百宝袋。这个百宝袋会有住院时
需要的一切东西。
这个百宝袋除了应该包装有足够的药物，还应包括几个关键要素：
1.
2.
3.
4.
5.
6.
7.

医院的行动计划，包括提供如何准备下次复诊的提示
帕金森病的识别手镯
医疗警报卡
现正服用的药物列表
帕金森病的资料简介，以便提供给医院员工，并放置在医疗档案内
“我有帕金森病”的提示，以便提醒医院员工
为最优秀的帕金森病医护人员提供的感谢卡

该用具包可以加强帕金森病患者需要准时服药的观念，并提示大家，许多在医院使用的
药物会导致帕金森病恶化。
缩短你的住院时间和改善你的病情的秘诀包括：
•
•
•
•
•
•

尽量避免在医院出错可拯救生命。
你和你的家人应该担任“提倡者”的角色。
你和你的家人必须教育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和医生。
你必须再三强调帕金森病患者需要每次准时服药。
你需要知道帕金森病的症状可能因为缺乏睡眠、压力、感染、麻醉或手术而恶化。
为意外的入院治疗而准备，因为多数帕金森病患者迟早会需要住院治疗。

第 8 个秘诀: 为住院做好准备
* * *

第 9 章-关注帕金森病的新疗法
“Foster 说：医学里是没有科幻性的，因为事实总是胜过任何幻想。”
-- Sir Arthur Conan Doyle
在诊室里，病人第一个问题通常是关于他的症状的，但是最后和最关心的问题却是关于
日新月异的研究。“医生，究竟目前的研究有什么新动向?”

目前，全球有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正在参与帕金森病研究的工作，而他们都是令人鼓舞
的新力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比 1817 年发表第一篇描述帕金森病的文章和引入
多巴胺替代疗法的时候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现在，我们明白，帕金森病不单是一种
疾病，而是一个包含着相近病征，例如震颤、步履蹒跚、字体细小等的症候群。这些症
状通常出现在一大群向医生求诊和治疗的病人中。这个症候群是非常复杂的，且有很多
不同的成因。
研究的首要重点是要更好地明白和分辨帕金森病的不同原因。其中重要的工作是要分析
细胞水平(即基础科学)、组织(即病理学、蛋白质和它们如何被处理)、大脑环路 (即生
理学)以及脱氧核糖核酸 DNA(即遗传学)的变化。每一个领域的变化都会对解答帕金森病
之谜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旦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引发帕金森病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发现潜在的治疗目标，从而找
出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可能是针对失常的细胞或细胞组、基因、蛋白质或蛋白质累积
物，甚至可考虑重整整个神经环路。我们所提供的每一种治方案，都应该有针对造成帕
金森病及其症状的直接病因的治疗。
我们常常对帕金森病患者有一种误解，认为舒缓症状的治疗、改善病情的疗法以及治愈
疾病的疗法都是一样的。不过，由于每一种疗法都有根本的分别，所以它们理应被分辩
清楚。每种舒缓症状的治疗都针对不同的症状 (例如多巴胺替代疗法或脑深部电刺激手
术用以治疗震颤、僵硬或缓慢) 。而改善病情的疗法则旨在减慢帕金森病恶化的速度。
相反，治本的疗法才能治愈疾病。目前，我们有许多药物和手术用于舒缓症状，但是却
没有改善病情和根治疾病的疗法 [19]。这引申出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做才能根治帕
金森病呢?
遗传方式
自从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在 1953 年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 DNA 的双螺旋结构
后，我们在这领域已经迈进了一大步。遗传学和基因测试已被广泛应用，而且大家都争
相寻找导致帕金森病的可能的基因。我们已经证实，5％至 10％的帕金森病病人会有突
变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遗传密码的改变可以通过简单的血液测
试来证实。现在，我们已在帕金森病病人身上发现了一些异常的脱氧核糖核酸排列。不
过，在不久的将来，大家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基因突变。遗传学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帕金森
病成因的重要线索。
例如，一个代表蛋白质α- synuclein (SNCA)的基因突变可导致一种特定的帕金森病。
这一观察证明了遗传学的重要性，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遗传性的帕金森病。大家已经观
察到所有帕金森病患者的大脑都积聚了这种蛋白质，因此，若我们能够追溯一个单一的
基因缺陷，将会是一项关键性的发现。此外，其他如 PARKIN，LRRK2 和 PINK1 的基因都
已被联系至帕金森病的发展上，且这些基因被科学家视为可能致病的原因并成为新药的
靶点。

Sergey Brin，互联网龙头公司谷歌 Google®的创始人之一，大大改变了帕金森病遗传学
的世界。现在，你可能会问一个年轻的电脑程序员如何为这些病人改变整个神经遗传学
和基因测试呢?这其实是一个很个人的故事。在访问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后，Brin 发现他的母亲 Eugenia 得了帕金森病。接着，Brin 进行了基因测
试，在自己的血液检测中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LRRK2 突变的基因遗传密码。目前，LRRK2
是最常见的遗传性帕金森病的基因。在基因测试后，Brin 有一句名言，认为他自己的基
因遗传密码和计算机代码之间没有差别。如果密码有瑕疵，我们需要修正它。后来，
Brin 和他的妻子开了一家名为“23 and Me”的公司。虽然这家公司提供了大规模的帕
金森病基因测试，但是它却没有遗传咨询的服务。遗传咨询的服务通常是由训练有素的
专业人员为患者和家人解释基因突变带给他们的影响。不过，如果你早知你注定会患上
这灾难性的疾病，你会否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呢?
“23 and Me”公司缺少遗传咨询服务掀起了全球性的争议。遗传咨询服务的迫切需要
可以从一个有关另一神经系统疾病——亨廷顿氏病 (Huntington Disease)的故事中充
分体现出来 ，故事发生在一对名为 Wexlers 的姐妹们身上。Wexlers 的父亲被诊断出有
亨廷顿氏病 (Huntington Disease)，他连同伍迪格思 Woody Guthrie 的家庭，开始在
1960 年代后期筹集研究资金。慢慢地，这项运动促使成立了遗传性疾病基金会
(Hereditary Disease Foundation)。通过 Wexler 的资金和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努力，亨
廷顿氏病 (Huntington Disease) 的基因最终在 1984 年被麻省总医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的研究人员 James Gusella 所发现。
至于亨廷顿氏病(Huntington Disease)的遗传学，如果你的父母一方有这个病，你将会
有一半机会患上此疾病。这些统计数据反映了常染色体显性遗传(autosomal dominant
inheritance) 的遗传方式。对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的疾病，你只需一条异常基因的
一个复制副本就会得到该种疾病。由于 Wexlers 姐妹得病的风险很高，而该基因又已经
被发现，所以这两姐妹需要决定是否接受基因测试。
大多数人认为当大家可得到基因测试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选择进行测试。然而，事实
上，一旦病人和家属坐下来与遗传辅导员讨论和明白了基因报告对他们的影响，大约一
半患者会决定不进行测试。那么，究竟这对姐妹作了怎样的决定呢?来自美国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历史学家，Alice，进行了测试，并发现她的亨廷顿基
因呈现阴性反应。至于另一位姐妹 Nancy，亨廷顿氏病 (Huntington Disease) 的研究
员，却尚未进行测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Nancy 是美国和委内瑞拉马拉开波
(Maracaibo, Venezuela) 的参与亨廷顿氏病(Huntington Disease) 的基因发现和研究
的团队的重要一员。Nancy 花了她生命最后 30 年的时光到世界上有最多亨廷顿氏病
(Huntington Disease) 患者的马拉开波(Maracaibo) 进行研究[106]。而陪她和麻省总
医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的神经内科主管 Anne Young 去出诊拜访是我
职业生涯当中一次惊险刺激的经历。
现在出现了两类根治帕金森病“治疗方案”的研究方向。谷歌所采用的做法一直专注于
遗传学数量和数据主导的方法。而 Brin 和他的团队却相信，假如他们能收集到足够的
脱氧核糖核酸和有关帕金森病患者的资料，问题和解决方案就自然会出现。

这种想法与传统科学化的帕金森病研究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学方法需要我们提出
重要的研究问题，并把它做成可测试的假设，测试这个假说，并继续提出更多的问题和
假设。科学方法的优点是它比较直接和集中。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哪种方法会较适合研
究帕金森病，而我认为这两种做法都可能会对塑造新的研究视野产生重要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帕金森病患者及家人接受基因测试，这技术必须继续作进一步的改善。
一个非常有趣的进展是，XPrize 基金会耗资 10 亿美元设立了“Archin X”奖。这个奖
项意在奖励首先发明出可在十天乃至更短的时间内排列 100 个人类基因组的设备的团
队。直至今日，这奖金仍然无人认领。然而，全基因组测序依然是可行的，而成本和技
术亦正不断改良。现在，富裕的病人可以付上金钱以得到一份完整的基因遗传密码的副
本。因此，对于应否为帕金森症病人进行基因测试，你在讨论伦理的元素时必须考虑你
是否希望为所有已知的疾病去筛选自己的脱氧核糖核酸。
这个故事当中有一点迂回曲折。不过，如果你只有一条异常基因并不意味着你会一定会
得病。现代遗传学领域比 50 年代 Gregor Mendel 在为碗豆杂交和混种时复杂得多。一
个人可以有一条异常基因，但是却没有发病。这个惊人的现象表示具有基因缺陷的风险
其实是可变、并少于 100％的。遗传学的未来将需要包括那些可以把你的脱氧核糖核酸
信息关闭的潜在环境因素。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 Judith Stern 说过：“基因装子弹入
枪，而环境则扣动扳机。”现在，在帕金森病的研究领域中，大家正争相寻找可以打开
和关闭脱氧核糖核酸密码的环境因素。
现在，让我们假设我们希望治愈的是最常见的遗传性帕金森病，亮氨酸富集重复激酶 2
型突变 (LRRK2, leucine rich repeat kinase type 2 mutation) 。这个基因编码一
种称为 dardarin 的蛋白质。Dardarin 在巴斯克文中的意思是震颤，但讽刺的是并非所
有 LRRK2 帕金森病患者都有震颤的症状。具有 LRRK2 基因突变的人患上帕金森病和克罗
恩病 (Crohn’s disease，一种肠道疾病) 的风险增加。LRRK2 的基因突变被认为可导
致身体的细胞功能丧失，最终令细胞死亡。因此，任何治疗方法都应该在于阻止细胞死
亡。
这里有几个可有望在大脑中停止 LRRK2 相关细胞死亡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直接的基因
治疗 (例如，注入健康的 LRRK2 细胞) ，依靠药物或营养因子去针对 LRRK2 和它的蛋白
质产品，或者针对 LRRK2 的一些下游效应，以防止脑细胞的死亡。由于 LRRK2 是一条
“丧失功能”的基因，相对于另一种帕金森病基因 PARKIN 基因突变，一种可在人体细
胞内“增进功能”的基因，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LRRK2 基因突变将更适合进行基因治疗。
基因装入枪膛，而环境则扣动扳机
每天，农药，橙剂 (Agent Orange)和其他可导致帕金森病的潜在环境危机因素正不断
登上报章。帕金森病患者和家属可能会面对化学品影响此疾病的令人担忧的新闻头条，
但是大部份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接触这些化学品。

来自桑尼维尔帕金森研究所 (Sunnyvale Parkinson's Institute) 的 Samuel Goldman
和 Carly Tanner 博士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去作双胞胎研究。通过利用双胞胎
(当中，一半患者是同卵双胞胎) ，研究人员限制了遗传对帕金森病的潜在影响。每对
双胞胎要有一个人被诊断出帕金森病，然后须仔细抽出其职业和兴趣的资料。在大多数
情况下，病人的第一手资料都会附上由配偶和兄弟姐妹提供的第二手资料。职业卫生员
会帮助确定曝露于工作环境的危险因素。一个职业卫生员是可以独立判断工作场所的环
境风险是否会构成危机或风险的专业人士。卫生员和研究人员一同检查了 6 种溶液，并
确定了只有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 TCE) 会使得男性患上帕金森病的风险增加
6.1 倍。此外，当男性接触三氯乙烯 (TCE) 或另一种名为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ylene, PERC) 的化学品时，他们得到帕金森病的风险会增至 8.9 倍。
有趣的是，一些一直被认为可导致帕金森病的化学品，包括正己烷 (n-hexane) ，二甲
苯 (xylene)和甲苯 (toluene) ，都没有增加患上帕金森病的风险。所有环境因素的研
究都要小心分析。因为这些以人口为基础的研究都有可能出现错误，所以病人和家属应
该阅读多个有相同主题的研究报告[107,108,109]。
每一个患者或家人都应该问一个重要问题：哪些工作可能使病人暴露于三氯乙烯中？以
下是一个可能令人接触到三氯乙烯的商品列表：
•
•
•
•
•
•
•
•
•
•

油污去除剂
打字机修正液
油漆和脱漆剂
地毯清洁剂和除污剂
黏合剂
电脑零件清洁剂
不含咖啡因的咖啡
干洗
纺织厂
在手术室设置的麻醉药

以下是与接触三氯乙烯相关的高风险行业列表：
•
•
•
•

电工
干洗店员工
工业机械人员和维修人员
医护人员

病人和家属应该明白，短期急性和长期慢性的三氯乙烯 TCE 接触是有分别的。急性的高
剂量接触似乎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以导致呼吸困难、心律不齐、休克昏迷以及其他
问题。急性的三氯乙烯接触也可刺激皮肤。不过，当我们讨论三氯乙烯接触和帕金森病
时，我们指的是长期慢性接触。慢性接触可以引起步态不稳、头晕、头痛、记忆力衰退

以及许多其他症状。目前，Samuel Goldman 的研究提出，慢性的三氯乙烯接触可能会增
加患上帕金森病的风险。
另外，患者和家属也应该知道帕金森病的风险因素不仅只在于接触三氯乙烯 TCE，而且
还包括许多环境因素。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 的 Dana Hancock 和她的团队最近
发现，即使对那些没有家族病史的病人来说，杀虫剂和除草剂，特别是有机氯
(organochlorines) 和有机磷 (organophosphorus) 化合物，也可能增加患上帕金森病
的风险。因此，农药和环境风险因素已经成为患上帕金森病的重要考虑因素
[110,111]。病人、家属和医生都应该知道这些化学品的存在，并评估长期接触它们的
风险 [19]。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些研究人员把这领域称为
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 。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只凭一条基因突变并不代表你会患
上疾病。同样地，只凭接触一个环境危险因素也不能代表你会得帕金森病。大多数科学
家认为这与二次打击假设(two-hit hypothesis) 可能有关。换句话说，它可能需要一
个以上的因素去促使帕金森病发生。因此，基因可能装子弹入枪，而环境或其他未知因
素则可扣动扳机。
干细胞方法
在过去一年中，一个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就是让科学家们能够把皮肤细胞重新排列成被称
为多能干细胞 (pluripotent stem cells)。多能干细胞是指一旦细胞形成后，它们就
能够在体内发展成多种不同类型的细胞。究竟科学家怎样利用这一卓越的成就呢? 在他
们的实验室里，科学家诱导为遗传图谱编码的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s) 的表
达。通过诱导这些因子，他们可以产生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或 iPS 干细胞。
在早期的实验中，科学家使用一系列的化学品，Oct4、Sox2、Klf4 和 Myc 去诱导成纤维
细胞(fibroblasts) 或皮肤细胞来变成稳定和自我更新的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细
胞与胚胎干细胞非常相似。由于现在极少使用人类胚胎，把皮肤细胞演变成干细胞的这
一技术结束了利用人类胚胎作干细胞研究的争论。
现在，把干细胞重新排列已经应用于不同的细胞类型，远远超出了皮肤细胞的范围。几
个较新的技术已经被用于重新排列各种人体组织的细胞。这些方法包括核移植(nuclear
transfer) ，细胞融合(cell fusion) ，细胞培养的移植(explantation of cells in
culture) ，以及与数个因子、化学品和细胞的转导(transduction of cells with
several well-defined factors and chemicals)。尽管精确针对细胞重新排列的分子
基础理论仍未确定，但是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可从很多不同的来源来重复产生干细胞，
而且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干细胞重新编程成多种细胞类型。
iPS 干细胞为全球的帕金森病患者及家人带来治愈疾病的可能性和希望。真的有可能通
过细胞重新排列技术来制造量身订造的细胞，并把它们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吗? 最近

的老鼠和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显示这些细胞可以被制造和移植，并且改善帕金森病的症
状。那么，为什么我们暂时还未能使用干细胞的治疗方法呢?
要想为采用 iPS 干细胞的治疗方法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跨越重要的障碍。首先，这些干
细胞必须非常纯净，而且没有可形成肿瘤的未分化细胞(undifferentiated cells)。而
最重要的挑战将会是发展适当的技术以便精确地把 iPS 干细胞输送到患者身上，以及把
这些细胞植入到复杂的帕金森病电路中。科学家们现在开始认识到基底核(basal
ganglia)的运动性和非运动性线路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单单简单地把细胞移植到一个
或多个点并不足以提供根治的方法。
然而，这里有几个即时和直接把 iPS 干细胞应用在帕金森病的研究。这技术也许可直接
应用于药物筛选和制造疾病模型这两种用途上。改善 iPS 细胞作为高通量药物筛选的技
术，将有助于我们找出治疗帕金森病症状药物的化合物。
针对性的病毒疗法
帕金森病患者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什么是基因治疗?”。基因治疗是将遗传物质 (脱氧
核糖核酸, DNA) 传入至帕金森病患者的细胞和组织中。最简单的形式就是用新的副本
更换基因组有缺陷的部分。而基因治疗演变故事当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利用病毒作为载体
去把遗传资料带到大脑内。使用时，病毒因为失效所以能够安全地应用。它们可以附在
遗传物质或神经营养因子 (neurotrophins) 上。神经营养因子 (neurotrophins)是一
种可以令脑细胞生存、发展和正常运作的蛋白质。
目前已经有 3 个有关主要基因或神经营养因子治疗在帕金森病病人身上试验的研究。第
一个研究的目的是传递氨基酸脱羧酶 (amino acid decarboxylase) ，而且是由 Avigen
公司所赞助的。氨基酸脱羧酶(amino acid decarboxylase)，一种大脑酶，能提高多巴
胺替代疗法例如左旋多巴 (Sinemet 或 Madopar)的疗效。这种疗法旨在改善运动症状，
减低药物剂量和减少副作用。在第一项研究中，病人有一些轻微的改善，但是治疗效果
却低于预期。不过，这疗法至少被证明是安全的 [112]。
第二个主要研究则传送一种被称为“neuturin”的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可以修复和拯
救大脑的多巴胺细胞 [113]。Ceregene 公司为研究提供了 neuturin。Neuturin 是属于
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GDNF)的同一类蛋白质家族。不过，最近由 Amgen 公司赞
助另一项试验研究结果却令人失望，这项研究主要是针对治疗帕金森病的胶质细胞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 GDNF 这种基因疗法望。尽管 Neuturin 试验研究，像 GDNF 试验一样，都
没有正面的结果，可是研究人员现正再次进行研究，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没有把神经营养
因子放入正确的地方。
最后一项基因治疗研究是针对一种叫做谷氨酸脱羧酶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GAD) 的酶，而这项研究是由 Neurologix 公司赞助的。Michael Kaplitt，Matt During
和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的团队在 2007 年的《柳叶刀》“Lancet”医学
杂志发表了一篇《用于帕金森病的依附在腺相关病毒 (Adeno-associated virus, AAV)

上的谷氨酸脱羧酶 GAD 基因治疗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一个开放标签，笫 1 期临床试验》
的文章。
丘脑底核 (subthalamic nucleus, STN)是一个大脑结构。它能把一种名为谷氨酸
(glutamate) 的化学物质传送到另一个被称为苍白球 (globus pallidus)的大脑结构。
许多治疗方案都集中在控制或调节丘脑底核 STN 这一区域的输出信号上面。其中一个做
法就是把电极插入大脑内，并引入电流以改变从丘脑底核 STN 发出的电波模式，这就是
脑深部电刺激术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Kaplitt 和他的同事发展了一种创
新的疗法。他们利用基因治疗把丘脑底核从有激动作用改变成有抑制作用的神经核团。
他们的建议和推断是非常聪明的。他们证实了附在腺相关病毒(AAV) 上的谷氨酸脱羧酶
(GAD) 基因转移到帕金森病患者的丘脑底核 (STN) 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初步成效。最
初的研究只有 11 个病人，而这些病人的特性和进行脑深部电刺激术的病人相似 (70 岁
以下，有与药物有关的开关波动现象，没有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最重要的研究结果
是基因疗法并没有不良反应。虽然患者在运动功能评分有显著的改善，但是效果却不是
十分明显。
基因疗法对运动功能改善和脑深层电刺激术的效果相似，不过它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跟
进。许多专家认为基因治疗要超过脑深部电刺激术的疗效将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
目前为止，脑深部电刺激术为同类的病人提供了极好的疗效。初步的分析结果表示，基
因疗法和脑深部电刺激术的效果差不多。它主要改善运动性症状，而不是非运动性或对
左旋多巴有抗药性的症状 (抑郁、睡眠、步态、平衡、沟通等)。没有人知道改变神经
核团的激动性功能为抑制性功能是否会影响学习，而这是一个需要密切跟进的要点
[114,115,116]。
Kaplitt 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基因治疗可成功地用于帕金森病病人身上，而这一疗
法的成功将有望打开未来的基因疗法和组合疗法 (即基因治疗 + 干细胞，基因治疗 +
药物治疗，基因治疗 + 脑深部电刺激术) 之门。
这三个已发表的基因治疗和神经营养因子的病毒治疗都是对付帕金森病的严重症状的聪
明方法。然而，究竟基因治疗如何才能提供治疗呢? 最后，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适用
于这种疗法的病人类型和疗法目标。我们需要一个如果修改便可阻止帕金森病病情恶化
的目标。而且，我们也须尽早为病人提供基因治疗和神经营养因子治疗，从而令疗效有
显著的分别。
小干扰核糖核酸 (small interfering ribonucleic acid, siRNA) 的方法
小干扰核糖核酸(small interfering ribonucleic acid, siRNA)是一类能够干扰或促
进一条特定基因的表达的双链核糖核酸 RNA 分子。干扰技术也可以用来确定个别基因的
功能，以及发展新药的目标。你体内的遗传密码是由四种核苷酸 nucleotide (构成脱氧
核糖核酸 DNA 和核糖核酸 RNA 的分子)组成的：腺嘌呤 (adenine) ，鸟嘌呤
(guanine)，胞嘧啶 (cytosine)和胸腺嘧啶 (thymine)。这四条核苷酸被仔细排序，并

转录成核糖核酸 RNA。接着，核糖核酸 RNA 会被翻译，并制成体内的蛋白质。siRNA 技
术是被设计成一种使用双链核糖核酸来改变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的表达的方法。
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这技术是率先由伦敦 David Baulcombe 专门研究植物基因拼接实
验室所描述的。那时候，Baulcombe 还不知道这种技术的重要性。后来，Thomas Tuschl
把这种技术引入到哺乳类动物身上，并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随
后，因为这篇论文的缘故，一种有希望的新疗法出现了。现在，大家对这种技术可应用
于多种疾病抱有很大的期望。最近，大家正在尝试用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去治疗黄斑
病变 (macular degeneration) ，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和其他疾病。然而，迄今
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明这技术在人类身上是非常有效的。此外，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意外地引起的问题，比如免疫反应 (例如你的身体攻击自己)，也已经出现。
有趣的是，在黄斑病变中，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被用以拮抗对血管生长很重要的基
因。研究人员发现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有效，不是因为它对基因的直接影响，而是因
为人体的免疫反应。未来的试验研究将需要考虑这个因素。
在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中，初步的调查结果似乎是更加引人注目和富有希望得。
来自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 的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懂得利用小干扰核
糖核酸 siRNA 技术作为这种毁灭性病毒的第一个疗法。灵长类动物的初步试验研究充满
希望，而研究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怎样应用于下一次爆发埃博拉病毒 (Ebola virus)
疫情将会非常有趣 [117，118，119]。
事实证明把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技术转化并用于治疗帕金森病是有挑战性的。当小干
扰核糖核酸 siRNA 被用作针对可导致 alpha-synuclein 蛋白过度表达的基因时，它并没
有像预期那样有强大而正面的效果。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技术在以下数个决定性的范
筹困扰帕金森病的研究人员。这几个范筹包括提供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基因治疗的最
佳方式，疗法应该针对哪一个目标，以及存在哪些由于影响靶点范围以外所引起的意想
不到的副作用。(如果小干扰核糖核酸 siRNA 治疗不在目标范围内，这可能会对其他细
胞和组织引起非预期的后果。) 如果研究人员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方法来利用小干扰核糖
核酸 siRNA 治疗，这将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舒缓症状治疗，甚至是根治某些遗传性的帕
金森病的方式。
光遗传学 (Optogenetic)方法
我们这一代中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Francis Crick，描述了被称为脱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DNA)的双螺旋结构。(他和他的同事 James Watson 在 1953
年发表了这一个发现。) 在 70 年代，Crick 在科学美国人杂志 (Scientific American)
上提出了一份关于未来发现的愿望清单，其中包括利用光来控制人类的细胞。一直以
来，光学和光疗法都被认为是“疯狂和牵强”的。不过，最近在 21 世纪初的发现已经
大大改变了这个观点。多亏了一群聪明的科学家的努力，一个叫做光遗传学的新领域已
经诞生。在过去的一年中，它已经发展成为帕金森病和科学界中最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光遗传学究竟是什么呢?“光”是指把光放入大脑内活化神经通道和酶，以致最终改变
脑细胞发射的信息。这技术是相当专门的，并且有可能添加或删除来自大脑细胞的电波
发放模式。此外，操纵脑细胞电波信息可以精确到毫秒。而光纤的光源可以安装在颅骨
上，或放置大脑的深处。
光遗传学中的遗传学部分可利用简单的病毒载体系统给大脑提供基因。这些传送基因最
重要的结构是视蛋白 (opsin) ，一个可以被光开启的结构。而对这一技术的应用最广
为人知的视蛋白是通道视紫质– 2 (channelrhodopsin-2) 。视蛋白是科学家从以海藻
为基础的系统中所取得的。只要把光线照到插入的基因(视蛋白)，科学家们就能够探测
大脑的内部信息(细胞发射电波)。这项技术容许研究人员跨过以往经典的基因动物处理
手法和模型，并且从他们的实验中获得更大的特殊性。
Alexxai Kravitz 和他来自斯坦福大学提出光遗传学的团队在自然医学 Nature
Medicine 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帕金森病的重要文章 [120] 。研究人员证明光遗传学可
以令帕金森病的动物模型恶化或改善。他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在实验中，他们操
纵可能影响帕金森病发病的基底核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作者报告：“光学遗传会透过病毒在老鼠体内表达通道视紫质– 2
(channelrhodopsin-2) 来控制中型多棘投射神经元(medium spiny projection
neurons) 的直接和间接途径。激发中型多棘投射神经元的间接途径可引起帕金森病的
状态，即增加‘步态冻结’、动作迟缓和起步困难。至于刺激中型多棘投射神经元的直
接途径则可减少‘步态冻结 ’和增加运动。”
在这篇自然医学 Nature Medicine 杂志的文章刊登前的一个月，维克弗斯特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 的 Bass 和他的团队描述了用光遗传学来控制多巴胺的释放的方法
[121]。随着这些学术文章的发表，大家开始重视帕金森病的研究工作。
因此，以光学和遗传学启动大脑线路就好像把科幻小说中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样。这项
技术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加以改善，而且它有极大的潜质为帕金森病的致病原因和
过程寻找重要的线索。光遗传学也可以带来新疗法的可能性。这技术可为这个常见而严
重的疾病带来曙光，但是这技术能否结合干细胞或其他疗法以根治这一疾病仍是未知之
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有可能见到通道视紫质– 2(channelrhodopsin-2)植入帕金
森病患者大脑中的特定细胞，从而成为非常有效的舒缓症状治疗方案。此外，光遗传学
的创办人，Karl Deisseroth，有一天甚至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针对蛋白和蛋白化解的途径
科学家把导致帕金森病的途径统称为脑神经退化性的连锁反应 (neurodegenerative
cascade)。简单来说，为了完成每天的工作，大脑必须处理各种蛋白质。在退化性连锁
反应中，蛋白质先被一种叫做泛素 (ubiquitin)的物质标记，然后传送到被称为大脑垃
圾消除装置的蛋白酶体 (proteosomes)。在这个过程中，蛋白质可能会错误折迭、聚集
或堆积起来。一些权威的研究人员认为一个潜在的治疗策略是简单地针对脑神经退化性

的连锁反应，并在蛋白质错误折迭和聚集前改变这些连锁反应。目前，科学家正发展几
种化合物和基因治疗方法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内容丰富的药物筛选方法
了解帕金森病细胞和遗传学基础的进展让高剂量的药物筛选成为现实。而这个技术的原
理却是出奇地简单。首先，研究人员识别一个特定的细胞、蛋白质、基因或有兴趣的元
素。接着，会使用一块微量滴定板。这些板有成千上万叫做“井”的小孔，而这些小孔
可以由帕金森病研究人员选择的元素所注满。然后，机器人可以将各种有潜质的药物或
治疗制品放置在各孔里。许多药物已经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应用于其他用
途，因此可以立即被患者使用。研究人员会从这些小孔去寻找正面的反应或预期正面反
应的组合。这样，利用现代自动化系统的高剂量药物筛选便可令寻找治疗帕金森病的药
物更快捷和更有效率。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它的局限。首先，仅仅找到正面的研究结果并不表示它会转化为一
种安全有效的帕金森病的治疗方法。第二，要在临床试验中测试每一种帕金森病药物需
要成千上万的病人和几十亿美元。最后，每个正面的研究结果可能只针对某几种特定的
遗传性或其他帕金森病，而且这些药物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具有帕金森病症状的病人。
高剂量药物筛选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要找出一个有效的营运系统，以便与之相关且效果
显著的帕金森病药物可以更有效地推向市场。
帕金森病的具有保护神经系统作用的探索性试验
帕金森病的具有保护神经系统作用的探索性试验 (Neuroprotection Exploratory
Trials in Parkinson’s disease, NET-PD) 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多年前引
入的，以卓越中心联盟来测试有潜质的帕金森病新疗法的概念。我的同事和好友，
Ramon Rodríguez 医学博士，现正在佛罗里达大学引入这概念，而且他也教会我这过程
如何运作。NET-PD 这计划旨在评估药物能否减慢病情恶化。迄今为止，这联盟一直努力
测试米诺环素 (minocycline)，辅酶 Q10(Coenzyme Q10) ，GPi-1485 和肌酸
(creatine)。这四个化合物都有大量研究去支持这些药物对帕金森病的潜在好处。
直至目前为止，虽然肌酸的研究依然在进行中，而且暂时仍未有定论，但是肌酸仍然是
唯一可能改善病情的办法。有一种对这一方法的主要批评认为，疗法的选择只是权威专
家的意见且远离事实，然而这些药物都是经过专家达成共识而选定的。这些专家在作出
决定时已考虑潜在的风险、好处以及科学数据。这种方法的成本相当昂贵，需要花费数
以百万计的美元，可是回报却很低。这领域需要更精细地改善开发帕金森病药物的流
程，以致一旦药物到了 NET-PD 或药厂赞助的试验阶段，成功的机会便会大大提高。
帕金森病疫苗
最近，一种帕金森病的新疗法已进入了在病人身上测试的阶段。来自奥地利的药厂
AFFiRiS A.G.推出了一个为期两年的临床试验，试图以疫苗来阻止帕金森病病情进展。

帕金森病涉及一种与大脑蛋白 alpha -synuclein 沉积有关的脑神经退化过程。随着帕
金森症病情的进展，这种蛋白会凝结成块，而且似乎会扩散到整个大脑。不少专家认
为，许多在帕金森病患者所见的破坏是因为大脑不能处理和清除这些蛋白沉积而造成
的。
其实，支持帕金森病疫苗的想法是很简单的。患者将接受四次注射，希望能够籍此来刺
激α- synuclein 蛋白的免疫反应，从而提高抗体数量以攻击和最终清除坏的大脑蛋
白。32 个帕金森病病人将参加被称为 PD01A 为期两年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研究。目前，这
项研究正在维也纳进行。它的目的在于阻止帕金森病病情恶化。
不过，大家必须紧记并非所有专家都相信清除这些大脑蛋白质能带来症状的变化和病情
的改善。此外，我们须记得，曾经有针对老年痴呆症病人清除 Tau 蛋白的研究，最终却
引致严重的安全问题，以及由于有几名使用疫苗的病人得了严重的脑膜炎和脑炎以致令
到一个名为 AN1792 的疫苗研究的提早结束。
现在，病人需要知道的是帕金森病疫苗仍然在非常早期的试验性阶段，但是这个想法是
新颖而有潜质的。在进行临床阶段的试验前，疫苗需要证明它的安全性、耐受性和疗
效。我们希望除去与帕金森病相关的大脑蛋白质能改善病情。除此以外，类似的疗法也
正在为其他疾病进行测试，包括老年痴呆症，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
您的诊所可能会提供新药物或疗法
现在有很多有希望的疗法来处理帕金森病的症状。在短短的几年间，令人兴奋的新疗法
已经推出并加以完善。这一代的科学家和医生的创造力和才智将会继续使我们走向新的
治疗方法。你可能有资格在参与临床试验时接受新疗法。每次复诊时，记得向你的医生
查询崭新、令人振奋和有潜力的信息。你应该考虑你是否希望成为参与临床试验的一
员，以致能够接受更好的疗法和更有创意的方式来为战胜疾病而奋斗。

第 9 个秘诀：时常关注新疗法
* * *

第 10 章-点燃幸福生活的希望
我很荣幸能与数以万计的帕金森病患者分享。通过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的道路变
得更加明确。他们的问题都成为了我的问题。我知道我要消除他们的忧虑和多多关心他
们，让他们有机会过更丰富和有意义的生活。
帕金森病患者的旅途是充满希望的。我发现这希望最终会为他们带来幸福，而且这希望
会令他们继续艰辛的旅途。公众也许会把帕金森病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或老年痴呆症混

淆，但是我们必须提醒帕金森病患者这几个病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可以有机会长命百岁
和过健康的生活。点燃希望和过幸福生活的重要技巧包括：
•
•
•
•
•
•
•
•
•
•
•
•
•
•

不要被疾病所困
拥有坚强意志的核心价值
珍惜家庭和朋友
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建立一个远景，并为这远景而生活
与其他帕金森病和慢性疾病患者和家人分享患病历程
认识药物、它的服药时间和副作用
每天做运动，并且为意外的住院治疗做好准备
选择一个善解人意的医生
至少每年一次拜访一个跨部门的帕金森病专家团队(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语言
治疗师、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
要知道有一天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时常询问新的药物、手术和行为治疗
尽量使用缓解症状治疗，以达至最佳的效果；不要为找不到根治的疗法而失望
当心那些利用你的希望去骗财的人(谷胱甘肽治疗(glutathione therapy)、螯合疗
法(chelation therapy)、干细胞治疗、奇迹的根治方法)
不管你的宗教或政治地位，希望仍然是帕金森病病人战胜疾病的最强武器

第 10 个秘诀：点燃希望以得到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
* * *

词汇表（是否保留？）
Benserazide/levodopa (Madopar®): 美多芭; 用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多巴胺替换的形
式。
Carbidopa/Levodopa (Sinemet®):息宁；用于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多巴胺替换的形式。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脑深部电刺激手术
Dopamine agonists(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相对于简单的多巴胺替代疗法 (息宁 Sinemet
或美多芭 Madopar)，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能够刺激大脑的多巴胺受体。常见的多巴胺受体
激动剂包括普拉克索 Pramipexole (乐伯克 Mirapex) ，罗匹尼罗 Ropinerole(力必平
Requip)，卡麦角林 Cabergoline。
Dopamine Dysregulation Syndrome (多巴胺失调症候群): 一个与上瘾和过度使用帕金
森病药物 (包括息宁 Sinemet®或美多芭 Madopar®，卡麦角林 Cabergoline
(Dostinex®) ，培高利特 Pergolide (Permax®) ，罗替高汀 Rotigotine (纽普洛
Neupro®透皮贴剂)) 的疾病。

Monoamine Oxidase B Inhibitors(单胺氧化酶 B 抑制剂):是一种治疗帕金森病的药
物。这种药物抑制多巴胺的分解。常见的单胺氧化酶 B 抑制剂包括: 司来吉兰
(selegiline，包括可溶解的 ZelaparZydis®）与雷沙吉兰 (rasagiline，Azilect®)。
使用低剂量的单胺氧化酶 B 抑制剂 MAO-B inhibitors，即使与其他药物混合，对帕金森
病病人也是相当安全的。然而，单胺氧化酶 A 抑制剂 Monoamine Oxidase A Inhibitors
却可引起多种药物的相互作用。不过，单胺氧化酶 A 抑制剂很少应用在帕金森病病人身
上。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s (冲动控制障碍): 与多巴胺与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有关的冲
动控制行为 (暴饮暴食、病态赌博、性欲亢进、与其他不适当的行为) 。
Lewy Bodies (路易体): alpha synuclein 的蛋白存积物。这些存积物是帕金森病的病
理性标志。
Punding: 受害者反复进行机械性动作的强迫性行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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