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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又称脑卒中，为突
发性脑血管病。不少患者经
救治后，不仅留下偏瘫、嘴角
歪斜、手足麻木、语言障碍等
中风后遗症，情绪也非常多
变，特别容易大笑不止或失
声痛哭。国家级名老中医、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脑病
医院院长王新志教授说，如

果出现这种情况，经常揉按
巨阙穴会明显改善。

“巨阙穴在胸骨剑突大
凹陷的下面，是任脉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穴位，是心之募
穴，又称巨送穴。”王新志教
授说，巨阙穴可将来自胸腹
部的湿热水汽全部输送到心
经上，因此，经常按摩该穴位

对治疗胸痛、心烦、容易忘
事、心口疼、肚子胀、胸闷等
都有很明显的效果。

王新志教授说，除了按
摩巨阙穴，再配合几剂中草
汤药，效果更好。百合、地黄
各15克，知母、太子参各10
克，炒枣仁、夜交藤各30克，
五味子、炙甘草各10克，淮

小麦100粒，大枣7枚（请在
医生指导下使用）。“这服药
结合了百合地黄汤和甘麦大
枣汤两味汤药的效果，具有
益气养阴、清心安神的作
用。一般用来煎服，如觉得
煎药麻烦，也可将上述药材
用开水泡一会儿，然后洗脚，
不过效果差一些。”

多数慢性鼻窦炎是因急
性鼻窦炎未得到有效控制而
引起的，且治疗周期较长，治
疗后还容易复发。郑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
查潇逸说，出现疑似鼻炎症
状时，应尽早就医诊断，不仅
治疗手段简单且效果较好。

春季慢性鼻窦炎多发
微创手术受患者青睐

近期，在郑州市七院耳
鼻咽喉门诊，慢性鼻窦炎患
者开始增多。对此，耳鼻咽
喉科主任查潇逸分析说，抵
抗力低下的人遭遇气候变
化，易患上呼吸道感染，细菌
和病毒会感染鼻窦黏膜引起
急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如
果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就
会迁延为慢性鼻窦炎，长期

鼻塞引起大脑和全身缺氧，
儿童还会影响生长发育。

“就诊患者主要症状是
鼻塞、黏性或黏脓性鼻涕，大
部分同时出现头面部胀痛，
嗅觉减退或丧失等。”依据临
床症状、鼻内镜检查、鼻窦
CT扫描等结果，并配合实验
室检查。专家明确了病因和
诱发因素，并据此判断病变
类型、范围及严重程度，讨论
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式。

查潇逸说，目前该院已
常规开展微创手术治疗鼻窦
炎。在2014~2015年期间，
该院曾抽取144例鼻窦炎患
者做临床对比分析。结果显
示，采用鼻内镜微创手术的
临床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
度，明显高于采用传统手术
方式的患者。“对于鼻窦炎患
者的手术治疗，鼻内镜微创

手术治疗效果显著，而且手
术创伤小、精确度高，得到患
者的普遍认可。”查潇逸说。

“牵一发而动全身”
鼻窦炎早诊早治效果好

诸如感冒等常见病症，
很多患者都抱着拖一拖就会
好的心理。但对鼻窦炎来
说，后果却让常人难以接受：
如果炎症将周围组织感染，
甚至可引起脑膜炎、脑脓肿，
脓涕流入咽部还可导致慢性
咽炎。如果影响到咽鼓管，
可伴有耳鸣、耳聋等症状。
慢性鼻窦炎不可小视，对于
耳鼻喉各器官有着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影响。因此，经常
出现鼻塞、流涕、涕中带血等
疑似鼻炎症状时，应尽早就
医诊断，一旦确诊后，珍惜第
一次手术的机会。复发后，

手术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专家名片>>

查潇逸 郑州市七院耳
鼻咽喉科主任。郑州市第八
届耳鼻咽喉科协会委员、河
南省鼻科组委员。

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近
20 年，曾在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进修耳鼻咽喉科，擅长成人
鼾症、小儿鼾症、鼻炎、鼻窦炎、
鼻息肉、鼻腔及鼻窦良恶性肿
瘤、喉部良恶性肿瘤、急慢性
中耳炎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成
功开展了完璧式及开放式乳
突根治加鼓室成形术，支撑喉
镜下声带肿物切除术、鼻窦
恶性肿瘤根治术及头颈良恶
性肿瘤摘除术、鼾症的手术
治疗。已完成数千例功能性
鼻内窥镜手术、鼻内/外进路
的良恶性肿瘤的切除术。

近年来，心力衰竭的治疗有了
很大进展，但死于心力衰竭的患者
数目逐年上升，部分原因是由于缺
血性心肌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患病年龄更加年轻化，冠心
病已成为心力衰竭的重要原因之
一。因此，做好缺血性心脏病的早
期诊断成为今后临床工作的重要
内容。

近日，一名年仅30岁的无烟、
酒等不良嗜好的小伙子在我们科
室确诊为缺血性心肌病。他 1 周
前于感冒后出现胸闷、憋喘症状，
活动及夜间症状加重，偶有夜间憋
醒，休息后可缓解。在当地医院就
诊，心脏彩超检查结果提示：射血
分数 29%，左室壁阶段性运动不
良、心脏扩大，怀疑“病毒性心肌
炎”，给予抗病毒、营养心肌等对症
治疗，效果欠佳。

患者来我院就诊，通过追问病
史发现：他4年前即开始出现活动
后胸闷、憋喘症状，剧烈活动明显
受限，未进行特殊检查及治疗；具
有冠心病家族史；既往无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无吸烟、饮酒
等不良嗜好。

入院后的心电图检查，结果提
示心肌缺血改变。根据症状、心电
图、心脏彩超及冠心病家族史，高
度怀疑患者心力衰竭的原因为“冠
心病”，并建议患者尽快进行冠状
动脉造影术检查，以明确诊断，指
导治疗。患者不相信自己会患有
冠心病，带着怀疑的态度同意进行
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

结果令人震惊：冠状动脉左前
降支和左回旋支完全闭塞、血流中
断，右冠状动脉主干90%狭窄，后降
支完全闭塞！且心脏明显扩大，心
功能明显降低。至此，患者确诊为
缺血性心肌病。

缺血性心肌病作为冠心病的
一种，多由冠状动脉多支病变甚至
弥漫性病变引起，因心肌的血供长
期不足，心肌组织发生营养障碍和
萎缩，纤维组织增生，心脏逐渐扩
大，发生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因
与扩张型心肌病颇为相似，故称为

“缺血性心肌病”。
缺血性心肌病易发生于老年

人，但年轻患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且容易存在漏诊和误诊现象。
部分年轻患者可能一开始便以呼
吸困难、运动耐量受限、疲乏等心
功能不全的表现就诊，超声心动图
提示心脏扩大，收缩功能减低。自
身具备冠心病危险因素，既往也可
能出现过类似心绞痛发病史，但并
未引起重视。因此，要重视缺血性
心肌病，因为它就在我们身边。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作为职业病防治的专
家，苏首勋在受访时表示，所
谓职业病，是指劳动者在职
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
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
素而引起的疾病。

常见、多发的职业病
主要有尘肺病等

根据2016年原国家卫
计委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
目录》，职业病分为职业性尘
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职业性皮肤病、眼病、耳鼻喉
口腔疾病、化学中毒、物理因
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放射
性疾病、传染病、肿瘤、其他
职业病10类132种，以后根
据情况还要扩编。

尘肺病是由于在生产活
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引
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
为主的全身性疾病。疾病早
期没有明显症状或只有轻微
症状，往往是通过职业健康

检查才会发现。随着疾病的
进展，特别是晚期矽肺病人，
会出现或轻或重以呼吸系统
为主的自觉症状，比如气短。

引起尘肺病的生产性粉
尘主要是无机矿物性粉尘，
包括石英粉尘（矽尘）、煤尘、
石棉、水泥、电焊烟尘、滑石、
云母、铸造粉尘等，还有就是
有机粉尘。接尘工种主要涉
及矿山开采、金属冶炼、机械
制造或维修业、建材行业、公
路、铁路、水利建设等行业。

预防尘肺病的主要途径
是防尘降尘，具体措施包括
改革工艺过程、革新生产设
备；湿式作业；密闭产尘管线
或场所；抽风、除尘；佩戴安全
有效的个体防护用品，如防尘
口罩、防尘面罩等；对劳动者
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防治职业病危害
用人单位责无旁贷

有机溶剂中毒占据了职
业中毒病例的65%以上。有

机溶剂涉及的行业主要有化
学合成、各类工业（溶剂、萃
取剂）、制鞋箱包（黏合剂）、
纺织、石油、电子、清洁、装修
装饰（油漆）等。预防措施包
括改革工艺、无毒替代，密闭
隔离产毒管线或场所，佩戴
安全有效的个体防护用品如
防毒面具、防毒面罩等。

此外，涉及蓄电池、有色
金属冶炼业、设备制造等行
业的重金属中毒，涉及炼焦、
炼钢、金属提炼等行业的一
氧化碳中毒，接触农药造成
的中毒等职业病，同样应引
起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重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用
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有
如下责任与义务：建立健全
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对本单
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
任；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工作环境和条件；向当地卫
生行政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
项目；必须采取有效的职业

病防护设施，并为劳动者提
供合格的防护用品；建立健
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等。

春季鼻窦炎高发，莫要久拖才去治
——访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查潇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中风后情绪多变？可经常揉按巨阙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璐 魏佳琳

年轻人也需警惕
缺血性心肌病

李凌 谈

知识问答
（多选题）预防尘肺病的

发生，需采取哪些措施？（）
A.改进生产工艺流程；
B.佩戴安全有效的防尘

口罩、防尘面罩等；
C.多吃蔬菜和营养品；
D.对接害人员定期职业

健康检查。

温馨提示：读者可留存本
系列报道，待报道刊登结束
后，将有有奖竞答活动。

受访专家：濮阳市疾控中心职业病防治科 职业卫生副主任医师 苏首勋□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做好个人防护，远离职业伤害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2323
编者按 劳动者需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遵守操作规程，注意个人防护，避免职业伤害。从事

有毒有害工种的劳动者享有职业保护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