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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乐乐右肾为什么会出现动脉瘤？丁

语推断，可能是乐乐右肾部受到撞击，导

致肾动脉管壁完整性受损，造成动脉瘤

形成。丁语提醒，家长平时一定要仔细

看护孩子，婴幼儿脏器娇嫩、表达能力

差，受到伤害后，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最

好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以免漏诊造成

严重后果！

近日，汝阳县首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县疾控中心“开打”，接种对象为163名冷链工作人员，这标志着该县重点人群新冠病

毒疫苗紧急接种工作全面启动。 康红军摄

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每

年的11月到次年2月，因心脑血管疾病就

诊的患者相对较多。专家提醒，要加强预

防意识，规律饮食起居，保持乐观情绪。

为何冬季心脑血管疾病多发？天津

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主任杨清指出，首

先，冬季天气寒冷，血管收缩，人们活动量

减少，血流缓慢，容易引起心脑供血不足；

其次，冬季气候干燥，容易导致血液黏稠

度过高；再次，北方室内外温差较大，血管

壁已有的斑块容易破裂形成血栓或斑块

脱落堵塞血管；另外民间有冬季进补的习

惯，热量摄入过多等可导致体重增加甚至

肥胖，增加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

哪些人在冬季需要特别注意？专家

指出：

一是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是心脑血

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冬季人群的平

均血压高于夏季，且血压容易波动。

二是冠心病患者。冬季发生心绞痛

和急性心肌梗死的人数明显增加。

三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脑

血管发病风险是正常人群的3倍，而且很

多人合并有高血压，因此糖尿病患者一定

要重视在冬季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四是吸烟者。香烟里的尼古丁进入

体内后会使心跳加快、血压增高、血管痉

挛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五是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年龄

特征很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和

死亡率均有明显增加。

冬季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专家如

此支招：

一是生活要规律，避免严寒刺激，在

外出活动时要注意添加衣服，尤其要重视

手部、头部、面部的保暖，宜戴口罩、手套

和帽子。

二是保证饮水量，在晨练之前和晚上

睡觉之前，最好喝一杯温开水，平时也应

当注意多饮用温开水，稀释血液，降低黏

稠度。

三是饮食要清淡，多吃杂粮、青菜、水

果等食物，减少盐的摄入，限制高脂肪和

高热量的食物，做到荤素搭配、粗细混吃。

四是牢记慢起床，清晨人体的血管应

变力最差，突然活动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应在清晨醒后养神5分钟后再起床活动。

五是运动要适量，最好日出后再进行

锻炼，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六是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避免情绪

大起大落。

（据新华社）

现年48岁的罗女士，这些年来一直

饱受月经量过多的困扰，直到一个月前来

郑州颐和医院就诊后，才知道这是由血液

病导致的！

“这类患者血液中没有足够的凝血因

子，就容易导致出血后不易凝固的问题，

造成月经量过多！”该院血液内科主任、主

任医师丁现超指出。

血液病人比较脆弱

血液病人又称“玻璃人”，顾名思义，

他们就像玻璃一样脆弱，生活中一个不小

心的磕碰都可能造成血流不止的严重后

果，甚至夺去他们的生命。为何如此脆弱

呢？丁现超主任说，因为这种病是一种由

凝血因子缺乏引起的出血性疾病，凝血因

子是血液中一种控制出血的蛋白质，血液

病患者血液中没有足够的凝血因子，就容

易导致出血后不易凝固，甚至出现皮肤、

关节和肌肉的血肿等问题。

血液疾病多半病状隐匿

血液病并不常见，而且发病比较隐

蔽，没有这方面医学常识的人，常常忽视

它。据丁现超主任介绍，血液系统疾病多

半病状隐匿，即使患病，大多数人也是因

为其他症状或疾病去就医，或在体检时才

被发现。其实女性例假过多也有可能是

血小板减少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年轻女

性，如果长期面对月经量过多的问题，而

经过妇产科医生检查又找不出任何病因

的，就要考虑接受详细的血液检验，看是

否患有血液病。

这些情况需注意

丁现超主任提示，即使被查出是血

液病也不必恐慌，这虽然是一个需要终

身治疗的疾病，但通过规范、科学的治

疗，并在生活中尽量避免外伤碰撞、肌肉

注射及使用解热镇痛药物，即可控制病

情，不会危及生命。他提醒，如果经常出

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尤其是高热，除了月

经量经常性增多外，还出现皮肤瘀斑、流

鼻血、牙龈出血等状况，或者是身体无

力、面部萎黄、皮肤浅表多部位的淋巴结

肿大等，最好尽早到血液科做进一步检

查，以免延误病情确诊和治疗。

（本报记者郭培远）

· · · · · ·

1月14日，郑州大学先进医学研究

中心第二附属医院分中心、肠道疾病研

究中心和脑出血疾病研究中心揭牌，标

志着郑大二附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方面迈上新的台阶。

郑州大学先进医学研究中心的建

设，是郑州大学响应国家战略，立足医

学发展规律，推动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

深度融合，将庞大的临床资源转化为科

研资源，进一步强化有组织科研行为，

快速提升学校医学科研能力和水平，加

快一流建设的关键举措。同时，将“肠

道疾病研究中心”和“脑出血疾病研究

中心”设立在郑大二附院，旨在进一步

助推医院向高水平研究型医院转型发

展，提升临床研究能力，打造一批临床

医学与转化研究的高地，以新的组织模

式和运行机制加快推进疾病防治技术

的发展。

分中心成立后，一是夯实科研平

台建设，强化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分

中心将结合学科方向特色，对标世界

一流，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二是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充分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利用好郑州大学

的政策优势以及平台优势，构建开放、

多元、灵活的人才引育模式，加快培养

造就新一代科技领军人才和拔尖人

才。三是加强基础临床融合发展，助

力临床科学研究。分中心将从临床需

求出发，提出重大科学问题，通过研究

回答这些问题再反哺到临床，真正让

临床病人受益。

（本报记者 郭培远）

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中，武陟县卫

健委引入“小豆苗”电子知情同意书签

署系统，将“互联网+数字化”手段运用

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中，使疫苗接种工

作更加规范、快捷、便利。截至目前，该

县24套电子知情同意书签署系统已经

全部投入使用，运行状态良好。

该系统使用后，可对全县儿童接种

门诊、成人接种门诊、产科门诊进行全覆

盖。受种者及其监护人只需通过系统登

录，就可查看预检表和《新型冠状病毒灭

活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了解相关疫苗

告知书内容，进行电子签署、指纹输入、

人脸识别等操作，并经医务人员审核鉴

别无误后，即可进行疫苗接种。

据悉，该系统能在云端保留存储接

种疫苗和已接种疫苗名称、接种日期、

生产企业和批号、接种部位、接种人员

和接种单位等信息，极大地方便了受种

人群查阅，有力地推进了信息化建设在

疫苗接种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任永立宁计永）

“张医生，您下次还讲吗？”“下次在

哪儿讲？请提前通知我们。”1月9日，商

水县舒庄乡计生协在乡健康服务中心开

办了“关爱准妈妈”学习班，培训结束后，

准妈妈们纷纷围住妇产科医生张玲问个

不停。

“下次活动时间、地点由乡计生协

来定，并提前通知你们，请放心。即使

没有活动，你们也可以直接到乡卫生院

妇产科来找我，或打电话咨询。”张玲笑

着告诉大家。

当日，全乡共有60名准妈妈参加了

培训。在学习班上，张玲从围产期保健

常识的角度，就有关孕前、孕期以及哺乳

期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讲解和

咨询。

据悉，该乡举办这期“关爱准妈妈”

学习班，目的是为了推动出生缺陷干预

工程的实施。这样有问有答的方式吸

引了当地育龄妇女，杜店村一位准妈妈

在讲课结束后拉住张玲医生的手说：

“张医生，您讲得真好，面对面地让俺学

到了所需要的孕产期知识，浅显、易懂、

易记又省时方便。下次办这样的学习

班，俺不仅自己来学习，俺还要通知俺

村其他的准妈妈一起来学习。”（乔连军）

恒升社区党组织开展书画活动
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给志同道合的老人提供一个“文斗”平

台，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恒升社

区党委联合托老站开展书画活动，使

老人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营造了温

馨和谐的社区氛围。 （郭姝含）
杜庄小学党支部召开以案促改廉

洁教育专题会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党支

部廉洁教育专题会议召开，支部书记毛

彦伟传达了上级文件精神，带领全体党

员学习有关夏长青等人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强调各党员干部

做好督促检查工作，保证大家度过一个

快乐祥和的假期。 （孙璐）
杜庄小学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1月13日，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

学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暨年度工作研

讨部署会。支部书记毛彦伟带领大家

学习了《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最后，毛彦伟汇报去年的工作亮

点，并传达部署了2021年工作及近期

工作。 （孙璐）
志愿服务党员先锋
志愿者服务，党员做先锋。1月6

日，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幼儿园党员干

部、志愿者们在付淼园长的带领下，开

展宣传文明出行、清理辖区卫生志愿活

动，用实际行动影响更多人，让交通更

规范，城市更美好！ （付淼）
“以换促干”做好“开门一件事”
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汇城社区党

总支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伊始，以“挂

图作战集中攻坚”工作为契机，跟进老

旧小区凸出阳台拆除重建改造项目进

度，目前北苑小区已完成43户凸出阳台

拆除，剩余15户还在重建中。（齐惠静）

恒升社区全面落实疫情防控
为全面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恒

升社区通过在辖区醒目位置张贴疫

情防控宣传海报、悬挂硬质版面等

方式对居民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提

高居民自我防控意识与能力，共同

筑牢防疫屏障。

（张璐）
靠前监督巩固脱贫成效
鹤壁市山城区纪委监委驻区农

业农村局纪检组扛牢政治监督首责，

紧盯脱贫户劳动力就业、扶贫政策落

实等重点，采取明察暗访、见人见事

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落实监管职责，

确保脱贫群众稳就业、稳增收，政策

落实到位。 （张乔伟）
“三个一”行动巩固脱贫成效
鹤壁市山城区开展“三个一”行

动，巩固脱贫成效，即每月一次大宣

讲、两周一次大戏台、每周一次大走

访。针对两类户，开展常态化监测帮

扶，及时落实帮扶措施，巩固脱贫成

效。 （刘红涛）
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会
鹤壁市山城区召开全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中

央、省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近期重

点工作。区扶贫办、各村责任组组长、

第一书记参加会议。 （刘红涛）
选典型树榜样
鹤壁市山城区对李银生、杨爱英

等人为代表的15个脱贫典型进行表

彰，并组建脱贫典型宣讲团在全区范

围内进行宣传演讲。用身边人讲身边

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不断激发群

众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效。

（刘红涛）

月经量过多 警惕血液病

近日，一名1岁男孩因假性
肾动脉瘤导致血压狂飙至
220mmHg，危及生命。幸运
的是，经河南省儿童医院多学
科联手紧急实施手术后，孩子
转危为安。

一个多月前，一岁男童乐乐由于不

明原因反复发热、食欲差，来到河南省儿

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就诊。经过检

查，孩子多种血液指标都不正常，不仅如

此，专家还在腹腔里发现两个“大肿

瘤”。经过仔细判断，这两个“大肿瘤”可

不一般，它们是肾动脉血管上形成的动

脉瘤。

“可别小看动脉瘤，如果破裂的话，

巨大的血压会让血液喷涌而出，导致失

血性休克、多个脏器功能衰竭等，死亡

率极高。”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副主任医

师刘芳说，儿童中肾动脉瘤形成的原因

大部分是由于外伤、先天免疫因素或特

殊感染等造成血管壁弹性异常所致。

可医生详细询问家长后，得知患儿并没

有明确的外伤史，免疫、炎症指标也无

明显特异。

通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乐乐右侧肾动

脉上分别有一个3.5cm和2.9cm的假性

动脉瘤，且已经严重影响肾脏功能。

由于患儿年龄小、病情少见且情况危

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立即邀请整形外

科、放射科、医务科等院内相关学科专家

为患儿会诊。然而，此时孩子的高压已经

达到220mmHg，可能随时发生动脉瘤破

裂，导致孩子失去生命。整形外科血管瘤

专家丁语立即为孩子进行急诊介入栓塞治

疗，随后，手术在心血管内科、肾脏风湿科、

外科重症监护室的全力配合下开始进行。

术中，经过血管造影证

实，患儿两个肾动脉瘤均为

假性动脉瘤。

“孩子是不幸的，但同时

也是幸运的。”丁语说，虽然

患儿稍大的瘤体动脉已经断

掉，但由于周围的纤维包膜

形成了假性的“动脉壁”，没

有造成大出血，才使孩子在

肾动脉断裂后，还能侥幸捡

回一条命！

手术中医生发现，患儿

右肾的血流灌注不足左侧的

十分之一，血流全在动脉瘤

里打转，反复冲击瘤壁，右肾

已经因为缺血造成萎缩。“得

不到血液灌注的右肾，将信

号反馈给大脑，由大脑分泌

‘升血压’激素，才导致孩子

血压持续升高。”丁语解释

说，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其

他脏器受到损害，引起大出

血甚至双肾功能衰竭。

丁语和家长详细沟通

后，使用弹簧圈完全栓塞右

肾动脉。术后经过治疗，乐

乐的血压、肾功能逐渐回归

正常。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王晨

近日，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先后到河南

普惠天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卫辉市鑫福林

卫红花种植专业合作社、河南英杰食品有限

公司等7家企业进行实地调研。

每到一处，调研组一行积极与企业负责

人进行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关于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的介绍，了解企业的困惑和问

题，并现场解疑释惑，就企业产品营养保健

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

该协会秘书长薛辉、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王晓红和李治安等专家认为，后疫情时

代，人们的防病意识、保健意识增强了，健康知

识水平提高了，更加注重营养，尤其注重肠道

健康。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普惠天成、卫红

花、英杰食品等产品的生产情况后，一致认为

这些产品注重科学依据，迎合了市场需求。

薛辉表示，这些保健食品企业能够积极配

合我省卫健委持续开展“三减三健”行动，自觉

引导人们合理膳食，引领百姓调整饮食营养结

构，提升自身免疫力，不愧为有责任、敢担当的

大企业。（本报记者 李殿华 通讯员 赵丹）

省营养保健协会
调研保健食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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