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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知识

健康资讯

2015年10月22日 星期四6 农村版

A 高血压患者
坚持每天测血压

健康提醒

秋季常犯困或是血脂高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贺婉樱

昨天是九月九重阳节。重阳

节又称老人节，每到这时，老人们的

健康就成了子女们最牵挂的事情。

而时令又逐渐进入深秋，中医认为，

秋天阳气由升浮逐渐趋于沉降，生

理功能趋于平静，阳气逐渐衰退，气

候逐渐转凉，是老年人易发病的时

令。郑州人民医院专家提醒，对于

老年人，安全度过“多事之秋”，需要

从现在开始就做好预防保健，以减

少老年病带来的危害。

B 糖尿病患者严控总热量摄入

秋季到来，冷风来袭，树叶飘落，

萧瑟的景象易让人触发凄凉、孤独之

感，产生“悲秋”思绪，一些意志力薄弱

的老年人往往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情

绪低落，感到失落苦闷，有时还伴有失

眠健忘、精神紧张等情况。久而久之，

极易诱发抑郁症等心理方面的疾病。

郑州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李艳艳

建议，健康的身体需要良好的心理，老

年人要想摆脱“悲秋”情绪，就要培养

一些兴趣爱好、调整好心情，注意不要

让不良情绪干扰自己。老年人在孩子

面前要学会“示弱”，尊重孩子的选择，

把对孩子的关注转移到自己和老伴儿

身上来，而不是事事包办代替。情绪

不好时不要强忍、压抑自己，应找人倾

诉。老人平时可以培养积极的兴趣爱

好，多结识些同龄的朋友，建立新的交

际圈。对待疾病缠身的老人，家人应

多关心，陪同他们到医院检查，陪他们

聊天，引导他们以积极平和的心态面

对衰老和疾病。

提升技能练“精兵”，强化服务“大比武”。近年来，平舆县人民医院把“大练兵、大比武”与临床工作紧密对接，实行常态化练兵、

随机化比武，以比武促训练，以训练强技能，不断提升护理服务水平。图为技术比武现场。 刘先莉夏广勇摄

10月20日上午，北京同仁医

院远程眼科会诊基地揭牌启动仪式

在郏县妇幼保健院举行。

据介绍，北京同仁医院远程眼

科会诊基地建成后，不仅可以实现

同仁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远程阅

片、远程诊断、远程数字资源共享，

而且还可以进行双向转诊、眼科共

建等。“这对郏县眼科水平的提升

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郏县妇

幼保健院院长王江定说。

当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集

善·远程视界”白内障专项基金也进

驻郏县，在揭牌仪式上，通过省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向郏县转赠了10万

元现金支票，用于该县的白内障复

明项目。

揭牌仪式结束后，北京的眼科

专家们还开展了眼病知识讲座，并

为前来就诊的眼病患者进行了诊

治。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模伟)

10月10日，国家卫计委专家组

莅临武陟县，对该县“十二五”地方

病防治规划终期工作进行考核评

估。专家组在先后听取焦作市和武

陟县地方病防治工作汇报、现场查

阅防治材料和开展措施应答后，随

机对该县谢旗营镇、三阳乡的部分

学校在校学生及居民生活供水点进

行了抽查。最后，专家组一致认为：

武陟县在地方病防治上措施得力，

成效显著，“十二五”预期目标任务

已经全面完成。

据了解，武陟县系非高碘地区和

国家确定的重点饮水型地方性氟中

毒监测点。2011年以来，武陟县把

地方病防治工作作为促进卫生事业

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围绕“碘缺乏病”、“地氟

病”两个常见的地方病，深入开展健

康教育活动。同时加强对碘盐生产、

流通、销售环节的监管，狠抓安全饮

用水工程和降氟改水工程建设，扎实

开展碘盐监测和改水监测。并加强

专业机构建设和技术人才培养，科学

的防治体系得到建立健全。

截至目前，该县居民合格碘盐

食用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饮水

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村改水率达

100%，8~12周岁儿童氟斑牙病情

抽查检出率为37.58%，全县居民健

康得到有效维护，地方病防治工作

走在了全市、全省前列。（任永立）

昨日，记者从郑州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省妇幼）了解到，10月9日，

该院妇科通过子宫动脉栓塞术，成

功为一名瘢痕切口妊娠妇女保住了

子宫。

今年33岁的符女士10年前做过

一次剖宫产，两年前又因早孕被当地

医院诊断为瘢痕切口妊娠，做人工流

产时大出血，谁知这次意外怀孕，妊娠

又长在了瘢痕处。因有过一次大出

血的经历，符女士来到了郑大三附院

妇科一病区。妇科主任封全灵检查

后发现，符女士子宫切口最薄处只有

1.2mm。由于患者较为年轻，且有生

育意愿，妇科封全灵主任决定为其实

施介入栓塞治疗，保住其子宫。

10月9日和10日，介入科张凯

医生和张林东医生分别为符女士实

施了手术。手术操作非常顺利，双

侧子宫动脉未见显影，宫腔无异常

回声。目前，患者已经安全出院。

封全灵主任介绍，剖宫产子宫

瘢痕妊娠是指子宫下段剖宫产、子

宫复旧后子宫峡部瘢痕处妊娠，是

位于子宫体腔以外的异位妊娠。近

年其发生率明显增高，可以引起子

宫破裂、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双

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被认为是目前

可以取代子宫切除治疗大出血的技

术之一。其用明胶海绵颗粒做栓塞

材料，术后2周凝胶海绵可完全吸

收，从而避免子宫壁缺血坏死，保留

正常子宫功能。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华小亚）

近日，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张

怀亮教授获得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

全国委员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

厅联合授予的“全国医德标兵”荣誉

称号。此次，我省共有5名医务工

作者获此殊荣。

张怀亮教授现任中医一附院脑

病医院副院长、脑病四区主任，是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张怀

亮在该院工作近30年，长期在临床

一线工作，对各种头晕的治疗具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治疗脑血管

病、头痛、抑郁症、重症肌无力、癫

痫、帕金森病等神经内科疑难疾病。

张怀亮不仅专业技能、学术造

诣让人叹服，敬业爱岗的职业道德

素养也同样让人钦佩。在临床工作

中，他对待患者不分贫富，一视同

仁，尤其他“用药不开大方，以治病

为目的”的医德，为病人所称道。

自从医以来，他发表医学论文

30多篇，专著4部，发明专利2项，

获得省级科研进步奖2项。先后获

得河南省中医药艾滋病防治先进个

人、河南省干部保健委员会“干部保

健先进工作者”等称号，2014年被

评为“患者最满意的医生”。

（本报记者李海旭）

生活中，不少人把减肥与神经性厌食症

看成是一回事。从表面看，二者都是以节食

瘦身为目的，表现出许多相似的以减轻体重

为中心的各种行为。但临床心理学认为，减

肥是在正常心理状态下进行的活动，而后者

则是在病态心理支配下的异常行为，二者有

着根本的区别。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限制饮食的方式不同。减肥是有节制、

有目的地进食某些食物，减少高糖、高脂肪

的摄入，不减少高蛋白食物，是在保证身体

健康需要的前提下进行的；而神经性厌食症

是对所有食物进行全面的限制或减少。

减少体重的措施不同。减肥者多采用

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如跑步、游泳、

瑜伽等；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则采取强迫性、

超负荷的运动，而且在几乎不进食的情况下

过度运动。

有异常行为出现。神经性厌食症常自

我诱发呕吐，服用导泻药，是在病态的心理

支配下开展的自虐行为。这种行为在正常

减肥的人中是不会发生的。

对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人，心理治疗是

根本，多鼓励其主动进食，少量多餐，逐渐恢

复体重，对严重营养不良、进食困难，并有自

杀企图者，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另外还要普

及健康教育，让大家正确、理性地选择健康的

减肥方法。（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王芳）

日前，正阳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走上街头，积极开展2015年“全国高

血压日”和“世界卒中日”宣传主题活动，普及预防高血压和脑中风等知识，

加强全民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生活。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珺摄

俗话说“春困秋乏”，一些人认为，秋季

犯困是季节因素，或是最近没休息好。其

实，常犯困可能是血脂升高的信号。

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

所致，除了肥胖、肺功能不全、过度疲劳、服

用镇静或抗过敏药等，还与血脂有关。高

血脂的人，体内血液流动相对缓慢，影响红

细胞的携氧能力，而且高血脂会在体内动

脉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

导致大脑缺血缺氧。

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

压、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有长期大量饮酒、

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因素，或是中老

年、绝经后女性，经常犯困应尽早去医院检

查血脂。没有其他明显异常的普通人，建

议每两年查一次血脂；40岁以上的人最好

每年查一次；高危人群需定期复查。

发现血脂升高，首先要改善生活方式，

低脂、清淡饮食；其次，可根据血脂升高类

型选择药物；最后，治疗期间应定期复

查。 （李艳芳）

重阳节后话养生
老年人如何安度“多事之秋”

郑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一病区

主任赵友民介绍，高血压是中老年人

的常见病，也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

疾病。进入秋季后，天气日渐寒冷，全

身毛细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外周阻力

增大，使血压增高或不稳定，从而诱发

高血压。

赵友民提醒，高血压患者一经确

诊，应坚持每天测一次血压，并要规范

测量。在预防方面，秋季老年人应特

别适时增减衣物，不能盲目进行“秋

冻”；合理膳食，减少脂肪摄入，多吃蔬

菜和水果；严格限制钠盐摄入，每人每

日食盐摄入量宜控制在6克以下，每日

摄入足量的钾、镁、钙；戒烟酒或严格

限制烟酒；根据年龄及身体状况选择

慢跑、快步走、太极拳、气功等不同的

运动方式，增强体力。

糖尿病属于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常见于

中老年人，多为2型糖尿病。患有糖尿病的老

人，受到秋凉刺激后，常并发血管神经病变，表现

为手足麻木、疼痛等，严重者可表现为坏疽。

郑州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田勇介

绍，平日里老年人应科学、合理饮食，定时定量，

注意控制糖分和脂肪摄入量，少吃油炸食品，控

制总热量摄入；在饮食中注意增加膳食纤维的

量，多吃一些蔬菜、麦麸、豆（糖尿病肾病患者除

外）及整谷，并注意补充维生素和无机盐。另外，

各种心理因素也会导致血糖波动，现已证实，血

糖波动特别是餐后血糖波动大是糖尿病并发症

的高危因素，因此，保持良好心态对糖尿病的治

疗有一定积极作用。

此外，到了秋冬季节，一些老年人有晚上泡

脚的习惯。糖尿病患者泡脚时一定要注意水温，

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反应比较迟钝，可能水温较

高时没有察觉，等感觉烫时已经出现了烫伤。而

糖尿病患者烫伤后不易愈合，易形成糖尿病足，

所以在泡脚的时候，家人应替其试试水温。

冠心病是中老年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大约99%的冠心病患者是由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引起的。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到一定

程度而导致冠状动脉的管腔严重狭窄、阻塞

时，即可造成心肌缺血、缺氧，从而发生一系列

的症状，如胸闷、心绞痛等，甚至发生心肌梗塞

继而危及生命。

郑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一病区主任赵

友民提醒，秋季是冠心病的高发季节，为防止

猝死的发生，冠心病患者要在家中常备一些

急救药，如硝酸甘油、阿司匹林。这两种药一

定要随身携带，睡觉时最好放在床头。

情绪不稳定是冠心病患者的大忌，因此，

有冠心病史的老年人应尽量避免过度紧张、

焦虑、急躁、抑郁等不良刺激，可借助听音乐、

钓鱼、打太极拳来保持心理平衡。

另外，老年人脾胃功能衰退，应慎食或节

食油腻、炙燥、辛辣、生冷食物，控制高胆固

醇、高脂肪食物和食糖摄入；坚持不吸烟、不

酗酒、不熬夜；积极防治与冠心病关系密切的

老年慢性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

郏县妇幼保健院牵手北京同仁医院

启动远程眼科会诊中心

武陟县

“十二五”地方病
防治工作通过考核

郑大三附院

介入栓塞术保住患者子宫

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

张怀亮获“全国医德标兵”称号

C 情绪低落者
调整心情防“悲秋”

D 冠心病患者家中常备急救药

神经性厌食症与减肥是两码事
有消费者认为“生鲜奶”具有“新鲜”和

“原生态”的特点，是一种很好的饮品。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醒，直接饮用

“生鲜奶”在营养方面并无特别之处，反而

存在感染布鲁氏菌病等健康风险。

国家食药总局表示，由于营养丰富等

特点，纯奶是微生物生长、繁殖的良好培养

基，极易受到动物体以及挤奶环境中微生

物的污染。“生鲜奶”是未经杀菌、均质等工

艺处理的原奶，其微生物污染主要是来源

于环境中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假

单胞菌、真菌，以及源于动物体的布鲁氏杆

菌、结核杆菌等人畜共患致病菌等。“生鲜

奶”没有经过消毒处理，产品信息难以做到

完全追溯，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尤其

是儿童、老人、孕妇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食用“生鲜奶”后被病原菌感染的风险更

大，建议不要直接饮用“生鲜奶”。

国家食药总局表示，由于未经过均质

工艺处理，“生鲜奶”的乳脂肪球较大，煮沸

后会发生聚集上浮，从而带来“黏稠”“风味

浓郁”的感官印象；但研究表明，“生鲜奶”

与经过巴氏杀菌的纯奶在营养及人体健康

功能方面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市售的预包

装纯奶是将“生鲜奶”经过冷却、原料奶检

验、除杂、标准化、均质、杀菌（巴氏杀菌或

超高温灭菌）等工艺制成的，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要求。 （刘志勇）

25岁的小李酷爱喝可乐，从一开始的每

天两三小瓶，到后来的每天两升，这样持续喝

了三四年，近日，像往常一样畅饮一大瓶可乐

后的小李突然昏迷，被家人送到医院抢救，经

检查诊断小李属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小李患有糖尿病，但他自己并不清楚，

所以才导致大量饮用含糖饮料后，引发酮症

酸中毒。”郑州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

医师董其娟介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糖尿

病急性并发症的一种，是体内胰岛素严重缺

乏引起的高血糖、高血酮、酸中毒的一组临床

综合征，其症状可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胸

闷，重者可脱水、低血压、休克甚至昏迷。

临床上，多数患者查出自己患糖尿病前

并不清楚自己患病，无任何不适或征兆。2

型糖友在一定诱因下会发生酮症酸中毒，1

型糖友发生几率更大，感染、胰岛素治疗中

断或不恰当减量、饮食不当、过度劳累、饮酒

等各种应激状态都有可能诱发酮症酸中毒。

那么，如何才能预防这种急性并发症

呢？董其娟建议，首先要了解自己是否属于

有糖尿病家族史、高血压、肥胖症等高发人

群，平时要注意检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尿

常规，一旦发现血糖或尿糖升高，应及时到

内分泌科门诊治疗。

对于已确诊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严格控

制、监测血糖，不可擅自减停药物。尤其是

应用胰岛素者，即便是在进食差的情况下，

也不可随意停用药物，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调

整治疗。（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刘璐）

专家门诊

“生鲜奶”不宜直接饮用

喝可乐“中毒”？原是糖尿病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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