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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白领突然用过世亲人的腔调说话？！
医生诊断后发现，原因竟是……

“女白领最近突然经常模仿去世的亲人说话？”当记者听宁
波市第一医院血液科盛立霞主任医师说起近日接诊的一个患
者时，觉得实在匪夷所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两周后，小丽来复诊。盛立霞
一眼就看出，小丽面色没那么苍白
了，她的母亲更是喜气洋洋：“医生，
小丽吃了铁剂后，人好起来了。这
一周多，都没模仿死人说话了。”

又过了两周，再来复诊，小丽
的情况更好了，面色已和常人无
异。最关键的是，再也没有模仿去
世的亲戚和邻居说话了。

第二次复查，小丽的血色素已
经到了9。但是，血清铁蛋白还比
较低。

“‘现金’基本够用了，‘存款’
还远远不够，要再治疗一段时间，
把‘存款’也增加起来。”盛立霞通
俗地比喻。小丽认可地点头。

盛立霞说，血液科的门诊中，
贫血患者占了1/10左右。贫血患
者中，小丽这样的缺铁性贫血占了
大半。

“缺铁性贫血是我们血液科最
好治的病了。遗憾的是，很多人不
够重视，拖成了慢性病，反复发
作。”盛立霞说。

在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中，铁
处于“老大哥”的位置。如果缺铁，受
影响最大的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合
成减少，就会出现贫血，产生头晕、乏
力、心慌、耳鸣等贫血相关症状。

缺铁除了会导致贫血，还会影响
机体全身各个系统的代谢及机能。
缺铁导致的贫血以及含铁酶活性的
下降都会影响神经系统，产生一系列
的症状。轻者可精神萎靡、注意力不
集中、记忆力下降，严重缺铁性贫血
可导致精神异常，产生幻觉、妄想等
精神症状，被当成精神病。

结合临床，盛立霞总结了身体

缺铁的一些信号：疲劳乏力，注意力
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指甲变脆，毛
发脱落增多，皮肤苍白没有血色，食
欲下降等。

生活中，不少女性会觉得体温
低，尤其是冬天，穿再多衣服都手脚
冰冷。“有可能是缺铁导致的。”盛立
霞说，妇女冷感症是缺铁的表现之
一。缺铁的妇女体温较正常妇女
低，热量产生少13%，经常手脚冰
凉，眼白偏蓝色。

缺铁还可以引起异食癖，最常见
的是喜欢吃冰，大冷天也喜食冰块。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陈静娜

半个多月前，20岁出头的女
白领小丽（化名）由母亲陪着走进
盛立霞的诊室。她面色苍白，脸上
写满倦怠。

女孩的母亲凑近盛立霞，在耳
边轻声地说：“医生，我女儿不对
劲，最近经常模仿死去的人说话。”

盛立霞请对方具体说说。
“我女儿平时体质比较弱，面

色也差。这两三个月，行为很奇
怪。有时候，她突然会用粗重的男
声说话。更可怕的是，有时候会突
然用邻居和亲人的语音语调说话，
神态也很相似，这些邻居亲戚都已
经过世了。她一开口，我们就知道
她在模仿谁，跟那个人生前说话的
口头禅、腔调、语气都一模一样。
而且，每次都是模仿不同的人。”

面色苍白的女孩最近行为怪异

血清铁蛋白不到正常人的1/10

那小丽为什么会来血液科呢？
原来，小丽前几天因为发烧去

当地医院查了血常规，医生说她贫
血挺严重，就想着先来血液科看下。

小丽血红蛋白（俗称“血色
素”）的单位值只有6g/dL，正常女
性应该在11g/dL以上，6g/dL以
下属于重度贫血。血红蛋白相当
于人体内的“现金”，现金不足，则
贫血。她的血清铁蛋白数值也不
到正常人的1/10。血清铁蛋白相
当于人体内的“存款”，即储藏铁。
后续的铁代谢相关检查，也符合缺
铁性贫血诊断。

在检查、问询后得知，小丽平

时没有其他精神方面的症状。根
据描述，小丽应该有长期缺铁性病
史。盛立霞有了个猜想：长期和不
断加重的缺铁已经严重影响小丽
中枢系统的功能，导致她出现幻觉
及行为异常。

她建议小丽先做补铁治疗，应
该对精神症状也有改善。小丽是
临界重度贫血，没有消化道疾病，
盛立霞建议先口服铁剂。服药期
间，切忌饮茶或咖啡。不要同时吃
含钙类食品和高磷酸盐食品（如豆
腐、牛奶等）。另外，建议偏食的小
丽一定要多吃精肉、牛肉等含铁丰
富的食物。

铁剂吃下去，怪异行为没有了

女性手脚冰冷可能缺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