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医述

2020 . 8 . 2
编辑

星期日
顾

筝

“ 遗传 、 大脑发育的不完美 、 神经递质失调等生物学因素决定了抽动症状 ‘ 有或者没
有 ’，而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决定了抽动症状的 ‘多或者少 ’。 ”孙锦华这样解释说 。

对于抽动症，改变我们能改变的
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筝
采访对象 ：孙锦华 职业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控制一下”，这样说看起来对孩子起不到帮助
作用。

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
蒋云生成年后，回忆童年所发生的一切，
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父亲：
“在我小的时候，
每次我抽动，你都让我忍，很多人也都叫我
忍，轻描淡写的一个忍字，几乎充斥着我的童
年。说实话，我真的想忍住不动，想成为一个
让你骄傲和开心的孩子，可是每次都让你更
加生气。”
刘亦果也曾试图控制自己，曾经每天吃掉
一大把药，
让整个人迟钝到上厕所都不停打瞌
睡，
“一天睡 23 小时都会感到的累。”到了晚
上，
她又翻来覆去睡不着，越强迫自己，
抽搐得
越厉害，
喝安眠药都很难缓解。
他们其实很难有好的办法控制自己，
因为
他 们 被 一 种 病 症 控 制 了——
—妥 瑞 氏 症
（Tourette’ Disorder）。他们会不由自主地
挤眼、
甩动脖子、
浑身晃动、
发出怪声……
在孙锦华的心理诊室，有很多这种症状
表现的孩子。孙锦华主攻抽动障碍，他说：这
是一组主要发病于儿童期，原因未明，表现为
不自主的、反复的、快速的、无目的的一个部
位或多个部位肌肉运动性抽动或 （ ）发声性
抽动的神经精神障碍。
而蒋云生和刘亦果所患的妥瑞氏症，也
被称之为多发性抽动症或抽动秽语综合征，
是抽动障碍的最严重亚型，这一亚型往往临
床表现复杂，治疗难度大，既有运动抽动，也
有发声抽动，病程至少都超过 1 年、呈慢性化
的趋势，
需要积极主动的干预。

和

症状的出现，是非自主的
每个家长带着孩子到孙锦华的心理门诊
求治前，几乎都在别的科室转悠过一遍，家长
往往最先并不认为孩子的症状是一种心理疾
病。
有的孩子一开始的症状是眨眼、耸鼻子、
咳嗽、歪嘴、清嗓子，家长以为孩子是患了结
膜炎、鼻炎、过敏、咽炎，会去眼科、呼吸科、口
腔科等科室诊治。有的孩子还会有甩头、摇
头、仰头的症状，家长担心颈椎问题，会带孩
子去骨科看。
一些科室的医生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它
是一种抽动症的表现，给予相应的专科治疗，
但等到发现治疗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有这方
面临床知识的医生就会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到
心理科去看一下。
走入心理科诊室，家长们都会有一个一
直以来都很困惑的问题要问孙锦华：
“孙医
生，我的孩子到底为什么会抽动啊？”
这个问题可问倒了孙锦华，因为从目前
的研究来看，这仍然是病因不清的一种疾病。
比较公认的是，它应该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
础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是遗传与环境或非
遗传因素等多因素共同起作用所致的一类神
经精神障碍。
这意味着，抽动障碍儿童的抽动表现，并
不是孩子一种故意捣乱的坏习惯，或者吸引
家长注意的特殊行为方式。某种意义上讲，
它
可能就是一种病症，症状的出现，往往是非自
主的，这些抽动症状不一定是每一个儿童都
能控制的，所以家长希望孩子“你能不能自己

家长越不能接受，孩子症状越重
不只没有帮助，
其实还有害处。
研究发现，
抽动障碍的发生与遗传、免疫、
神经递质异常以及心理社会因素等多因素有
关。“遗传、大脑发育的不完美、
神经递质失调
等生物学因素决定了抽动症状 ‘有或者没
有’，而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决定了抽动症状
‘多或者少’。”孙锦华解释说。
采访当天，
孙锦华的诊室来了一位由中年
男子带来的反复甩头、喉咙发声的小男孩。
中年男子并非是孩子的爸爸，而是他的叔
叔。因为孩子的爸爸根本不认为孩子有什么
病，
拒绝带孩子来看医生。他觉得就是孩子不
想学习，
故意装病来气家长。这位爸爸本身性
情暴躁，
对孩子学习管得比较严，
孩子注意力不
集中、学习习惯不好爸爸就时不时训斥和打骂
孩子。孩子回家一看到爸爸，心理压力陡然增
加，
后来抽动症状逐渐出现了，
然而爸爸并不能
很好地理解他的感受，
还经常骂他装病，
这进一
步导致他的抽动症状越来越明显。当然这个男
孩除了抽动症外，
还有注意力不集中、
反复思考
问题、
反复关开关的强迫症状等表现。
“家长越是不能接受孩子的抽动表现，在
孩子出现抽动症状时对他 （ ）批评和关注越
多，孩子就越会感到内在张力很高，心理压力
之下，抽动症状也会表现得愈发严重。”孙锦
华和他的同行们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心理社会
因素可诱发或促发抽动症状加重。
期末考试期间，
有一名老师听到学生不停
地发出“ou ou”声，
认为他会影响其他同学，
没有对孩子做好思想工作，就硬生生地让他去
班主任办公室考试，
孩子在众目睽睽下拿着试
卷走进了老师的办公室，一个人在那里做题。
被区别对待，
让这孩子感觉到内在的压力和羞
耻感，回到教室上课后抽动症状加重。有些孩
子由于抽动症状自身感到痛苦，
但面临父母的
不理解、
老师的不公平对待、同学的嘲讽，有些
孩子还出现了焦虑、
抑郁等情绪问题。
“其实，
家长仔细观察，
就可发现抽动症状
与家长自身的情绪和处理抽动的态度有一定
关联。”孙锦华和同事们为了有证可循，
也开展
了小研究，
如让来看门诊的患者父母也一起参
加心理评估，
填写父母压力问卷，
部分的人还要
调查父母的情绪和应对方式，这个小研究就是
想通过对父母的调查，
来看抽动发生的规律，
看
是否能通过与父母一起工作，帮助减轻抽动症
状。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方式，
让父母了解，
原来自己的焦虑和压力会让孩子的抽动症状
加重，
那做父母的，
能调整的、
能自我消化的、
认
知需要改变的这些变量都可向着有利于孩子
病情康复方向做出积极的改变。

她

改变我们能改变的
不过凭心而论，
在孩子出现抽动症状时，
眼
见他们各种小动作，听到他们不由自主发出各
种声音，
家长真要做到淡然处之还是非常难的。
家长往往也经受着痛苦的煎熬和心里的挣扎。
一位爸爸在网上记录了 3 岁半的女儿发
生短暂抽动的整个过程，一开始孩子只是耸

孙锦华(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医院抽动障碍行
为干预 MDT 负责人 。
主要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与心理障碍的临床 、 教学 、 科研工作 ， 对儿
童青少年心理障碍如情绪障碍 、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抽动障碍等药物和心理
治疗具有丰富经验 。
鼻，他和妻子以为是感冒的表现，之后孩子出
现眨眼，变得非常频繁。“我开始意识到事情
的严重性。我和老婆到处求医问药，查阅资料，
几乎翻遍了网络里关于抽动症的每一篇文章，
越看越害怕，
越看越闹心，老婆哭了几场，我瘦
了 5 斤。”他在论坛上写道。
可见，抽动症给予父母的心里冲击还是挺
大的，虽然专业医生认为它并不是什么难治之
症，
而且非常常见。但自己的孩子得了抽动症，
有些家长想到就感到焦虑万分。
他在论坛上写道：在孩子症状严重的时
候，有时候眨眼、耸鼻、张口一套动作一起来，
他看她的样子都难受，感觉整张脸都不听她使
唤了。
随着症状一直没有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
位父亲一天天也就看淡了，他说：不论如何她
都是我女儿，不管别人怎么看，做父母的也要
陪她快乐成长。只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也有了
新毛病，
不敢看女儿的眼睛。
所幸，这个女孩只是短暂性的抽动障碍，
在几个月后症状完全消失了。
这位父亲后来内心所做的积极调整应该
会得到孙锦华的认可，他说：
“我们不能改变
大脑发育进程，不容易改变抽动症发生的一些
生物学因素，
但在疾病发生过程中会受到一些
心理压力、学业压力、父母过分焦虑、
父母严厉
批评、环境改变等会使得抽动症状出现一些波
动，我们建议先把这些可控的、又容易诱发或
引起抽动波动的心理社会环境因素控制好。”
除了外在的可控因素，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心理科的治疗师在处理 9 岁以上的抽动
症孩子抽动症状时，会教他们一些方法，如何
觉察抽动的到来、如何主动地对抗抽动，希望
能在抽动症状还没有发生之前，寻找先兆感
觉，提前做一些对抗性动作来减轻或消除抽动
症的发生。这种行为治疗是国际上治疗抽动
症的一线治疗。
在孙锦华的门诊中，
他看到了家长存在一
些误区。有的家长病耻感很重；有的孩子病症
真的很轻，而家长却异常焦虑；而有的家长则
过于淡定，如有的孩子抽动症状病症非常严
重，还存在多动症。但是家长却不以为然，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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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动没关系，只要把多动症治好，能集中注意
力，把学习成绩提上去才是主要的。
孙锦华所推崇的家长，应该是接受孩子的
表现，淡定处理孩子的抽动，如果影响明显，孩
子想去掉它，再帮助孩子想办法看怎么干预
它。他在国外学习时，导师所告诉他们家长应
对的一种方式：孩子得了抽动症，父母坦然面
对，既不讳疾忌医，也不过度关注。在学校，家
长坦诚地告诉老师：我的孩子有抽动症状，这
不是大毛病，
我们在积极治疗，也在想办法，希
望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也不要太多关注，更不
要嘲笑孩子，老师如果有好的办法也帮帮他。
“当周边大环境都好的时候，大家都了解这个
病的时候，也是一种接纳和支持，其实告诉老
师并不意味着是件坏事”，孙锦华说。
只是“周边环境”变好，还需要许多学校、
老师、同学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蒋云生从小到大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
“我究竟怎么了？”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
“你
（
）没错，
我也没错，错的只是上帝给我
们开了一个玩笑”。后来他勇敢地站在镜头
前，坦诚自己是一名妥瑞氏症患者，并鼓励更
多的患友说出自己的故事，以此拍摄了一部展
现国内妥瑞氏症患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片，
这让
更多的人了解了妥瑞氏症，也有了更多宽容。
在孙锦华看来，
社会关注、正向引导、科学
认识抽动症，
有助于推动抽动障碍患儿的心理
康复和症状缓解。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
我国专家学者一直将抽动障碍视为原因未明、
罕见、
可自愈性的疾病，
重视程度不够。而近 30
年来，
对抽动障碍的认识有所提高，
对疾病的识
别率也有所提高，
有效的干预手段越来越多，
相
信，
抽动症儿童在社会、家庭、
学校老师同学的
共同关爱下，
合理认识自己的抽动，
积极自我照
料，
部分症状严重儿童主动干预、
与儿童抽动症
专家一起制定科学的治疗计划，抽动症儿童症
状逐渐减少、
心理也会逐渐变得强大。”

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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