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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栓塞是常见的心血管系统
疾病，也是常见的三大致死性心
血管疾病之一，急性肺栓塞治疗
不及时或长期慢性肺栓塞可导致
肺动脉高压。肺栓塞绝大多数为
肺血栓栓塞，而深静脉血栓是引
起肺栓塞的主要血栓来源，多发
于下肢或骨盆深静脉。因两者在
发病机制上存在相互关联，故临
床上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近年来，对肺栓塞的认识不
断提高，但临床实践中仍存在误
诊、漏诊，或诊断不及时以及治疗
不规范的情况。对于发病年龄较
轻(<50岁)、复发性或特发性（即

无明确诱因）的静脉血栓栓塞症
患者，应接受遗传性易栓症筛查。

近日，我们科室就收治了一
例具有遗传易栓症倾向并反复发
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肺栓塞患
者。

患者为15岁青少年男性，原
本正值花季，命运却跟他开了个
不小的玩笑。1年前无诱因出现
左小腿疼痛、肿胀，不伴发热等表
现，持续不缓解，当地医院查下肢
静脉彩超提示左侧深静脉血栓形
成，给予低分子肝素、华法林抗凝
治疗共5个月，其间未规律监测
INR以评价华法林治疗效果，未

复查下肢静脉彩超，因下肢肿痛
消失便自行停用华法林。1个月
前无诱因出现右小腿肿痛，当地
医院查下肢静脉彩超提示右侧深
静脉血栓形成，给予华法林抗凝
治疗，肿痛未见明显缓解，偶有活
动后胸闷、气短，故为进一步诊治
来我科。

入科后我们详细询问患者第
一次发病前是否有下肢静脉血栓
形成的易患因素，如长时间不动
或下肢制动等，患者予以否认。
对于如此年轻且无诱因的患者，
此次复发启示我们存在遗传性易
栓症可能性大，活动后胸闷、气短

则提示肺栓塞可能。随后的抽血
化验及影像学检查结果证实了我
们的推测。

我们既为该患者感到庆幸，
庆幸的是他来到了我们科，检查
结果显示肺栓塞，未发展至肺动
脉高压，同时明确了发病原因及
长期抗凝的治疗方案；也为该患
者感到不幸，不幸的是花季少年
却是易栓症患者，需要长期不间
断服用抗凝药物，终生与医院打
交道。

易栓症分获得性与遗传性两
类，对于获得性易栓症，相关疾病
或易患因素解除，易栓症随之消

失，而对于遗传性易栓症患者，因
其和患者自身的基因和代谢有
关，血栓形成倾向终生存在，一旦
诊断静脉血栓栓塞症，即需长期
甚至终生抗凝。

我们呼吁，一旦明确诊断下
肢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无论患
者年轻与否，都应尽量查找相关
危险因素，对获得性因素应予以
纠正，对存在遗传性易栓症者应
长期抗凝治疗以减少复发。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专家提醒，脑卒中有8
大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
烟、房颤、超重或肥胖、缺乏运动与脑卒中家族
史。当存在其中3项或以上，就属于脑卒中高危
人群，既往有脑卒中病史或有短暂脑缺血发作病
史的患者，则是高危中的高危。如果能通过改变
不良的生活方式，例如减盐、限油、控制体重、健康
饮食、运动等，都对预防脑卒中大有好处。

专家还特别提醒，如果病人出现下列症状之
一，不要急于给其输液治疗（病情危重除外），应立
刻拨打120，尽可能为病人赢取更多的有效治疗
时间：

1.一侧肢体无力或麻木；
2.说话不清或者理解语言困难；
3.双眼向一侧凝视或视力丧失、模糊；
4.眩晕伴呕吐；
5.既往少见的严重头痛或呕吐；
6.意识不清。

静脉血栓栓塞症 可能具有遗传性李凌 谈

脑卒中年轻化趋势明显
核心提示丨每一位脑卒中患者的家属，在看到家人突然离去或瘫痪在床时，都希望能买到一剂后悔药！2010年，《中国卫

生年鉴》的数据统计显示：卒中已成为我国国民第一位的疾病死亡原因；2015年，郑州市居民心脑血管疾病监测的数据也显
示，脑梗死位居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首位。随着气温下降，多家医院接诊的脑卒中病人，都开始有所上升。但大河报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绝大部分的脑卒中患者，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疾病，而错失最佳救治时间。因此，对于急性脑卒中患者来说，除了选择
有抢救能力的医院之外，尽早拨打120同样至关重要。

许予明 郑大一附院脑血管病医院院长
李天晓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医院常务副院长
何远宏 郑大五附院神经内一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润青 郑大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张晓曼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我国脑卒中呈现高发病率、
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
高经济负担5大特点，已成为我国
人口死亡原因第一位。专家表
示，与往年相比，发病率和发病人
数变化不大。但有一点应引起注
意，脑卒中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有的医院接诊的患者，年龄最
小的才19岁。而中青年患者发生
脑卒中的原因，不外乎工作压力
大、生活节奏快、运动时间少以及
高血压等疾病因素。而养成良好

的作息习惯，是减少危险因素的
首要举措。

一般人认为，恶性肿瘤是造
成居民死亡的重要原因。但在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心脑血管疾病
才是造成居民死亡的首要因素。
根据郑州市2015年居民死因报
告，在总的人群死因排名中，恶性
肿瘤排在心脑血管疾病之后。

而纵观郑州市居民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病年龄，其中30岁以前
人群发病率较低，35岁开始上升，

50 岁
以 后 人
群快速上升，
80~84 岁年龄组
达到发病高峰。但不管
哪个年龄段，男性的发病率均高
于女性。专家表示，这和男性吸
烟、酗酒等较多不良习惯以及关
心自身健康意识不足等因素有
关。

预防脑卒中，需要在生活中
长期关注，但快速判断是否脑梗
塞发病，却是抢救生命的前提条
件。卒中中心接诊的患者很多，
但最后能溶栓的患者却不多。
这是什么原因呢？专家指出，绝
大多数患者送来的时候，已经错
过了溶栓的最佳时间（3~4.5小
时以内）；其次，患者家属对溶栓
风险过分顾虑，也是造成溶栓比

例较低的原因；还有就是部分患
者存在禁忌证，不适合做溶栓治
疗。因此，增强居民对脑卒中的
认识，有助于患者得到及时救
治，提高预后生活质量。

在大家的印象中，很多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都是早上发病，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受访专家
表示，临床上确实存在患者早上
发病比其他时间段多，这是因为

秋冬季节早晨气温较低，血管遇
冷收紧，血压有可能突然升高。
特别是老年人血管弹性较差，容
易在季节交替时发病。如果服
用降压药不及时，就很容易发生
心脑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死和
脑卒中。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血压不
稳的情况，应及时找医生调整用
药，以避免血压波动。

发病年龄越来越小 脑卒中成为人类健康第一“大敌”

绝大多数患者送医不及时 错失抢救最佳时间

脑卒中有8大危险因素
出现可疑症状立即拨打120求助

专家提醒，8大危险因素人群及早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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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浩 实习生 雷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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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交替
脑卒中病人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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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晓介绍，脑卒中发生后，在中
心坏死的区域周围会形成缺血半暗
带，缺血半暗带内可获得部分血液供
给，仍有大量的神经元存在，如果及时
通过治疗使血液迅速恢复，这部分神
经细胞可以存活并恢复其功能，损伤
也是可逆的，未治疗的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缺血区每分钟将有190万个神
经元死亡，因此发生脑卒中，应该争分
夺秒地将患者送到医院及时抢救。

“最有效的办法是在4.5小时内进
行溶栓治疗，可有效降低死亡率和致
残率，但超过0.8毫米的血栓无法溶
开，就必须及时进行取栓。”李天晓说，
血管开通的时间越快，预后效果就会
越好。

如何早期识别脑卒中？许予明特
别提醒读者，要记住“中风120”三步
识别法：即“1看——1张脸不对称，口
角歪。2查——两只手臂，单侧无力，
不能抬。0（聆）听——说话口齿不清，
不明白”。如果有以上任何症状突然
发生，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以最快
的速度将病人送往有卒中救治能力的
医院进行抢救。

在提到生活方式与脑卒中的相关
性时，李天晓介绍，吃肉多，吃盐多，抽
烟、喝酒多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脑
卒中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都是可控
的因素，建议应在平时养成健康的饮
食、生活方式。

脑卒中进入高发季

核心提示丨又到一年秋冬交替时，脑卒中也开始进入高发期。近日，
记者走访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等三甲医院急诊科发现，自从进入11
月，脑卒中病人开始明显增加。在我省，每两分钟就有1人被确诊为脑卒
中，每4分钟就有一人被脑卒中夺去性命。

怎么早期识别脑卒中？专家说，一定要记住中风“120”口诀。

就在上周六早上，刚刚起床的刘老
先生出现了头晕、肢体麻木等情况，被家
人紧急送到医院后一查，刘先生是中度
脑梗塞。

“医生说，如果再晚半小时，老爷子
即便命被救回来，也很可能会留有残
疾。”刘老先生的儿子说。

幸运的是，71岁的刘老先生经过溶
栓治疗，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刘
老先生这么幸运。

今年10月底，宋女士刚刚送走自己
60岁出头的父亲，而夺走老人性命的就
是脑卒中。

“在每年新发的脑卒中病人中，死亡
占将近一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
血管病医院院长许予明说。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
血管疾病，它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
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
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

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医院常务副院
长李天晓说，临床上将脑卒中分为出血
性和缺血性两种，其中缺血性脑卒中临
床发病率相对更高。

“脑卒中病人中，百分之七八十是缺
血病人，百分之二三十是出血病人。”他
说。

最近几天，记者走访郑大一附院、省
人民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等多家三甲
医院后发现，自进入11月来，临床上，脑
卒中病人便开始明显增加。

“秋冬季节交替时，脑卒中病人就会
明显增加。”李天晓说，这是因为寒冷的
气候可使人体处于应激状态，血管收缩，
代谢增高，此外，感冒、肺炎等呼吸系统
疾病也会加大心脑血管的负担。

那么，我省脑卒中的发病情况如何？
“我省现有脑卒中病人150万人，每

年新增病人30万，其中死亡约14.5万
人，约占一半。”许予明说，这相当于在河
南，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脑卒中，
每四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脑卒中。

令神经内科专家心痛的是，脑卒中
病人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呈现年轻化趋
势。

“工作压力大、酗酒、吸烟、高热量饮
食、运动量少、熬夜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等
都是发病原因。”许予明说，在脑卒中的
高危人群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人占了
一半。

“根据郑州市120急救统计数据显
示，上半年郑州市120出车共四千多次，
其中脑卒中就占29%。”李天晓说。

每2分钟1人
被确诊为脑卒中

现
状

每年新增30万，死亡近一半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雷锦雯

据了解，脑卒中高危人群可以通
过8个危险因素来判断：有无高血压、
有无高血脂、有无糖尿病、有无超重或
肥胖、有无脑卒中家族史、是否有房

颤、是否吸烟、是否很少进行体育活
动。这8个危险因素如果有3个以上，
就属于脑卒中的高危人群，需要到医
院进行颈动脉筛查或进一步检查。

提醒 中风“120”，高危人群要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