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知道，打死我也不喝那瓶
啤酒了！”1月2日，躺在病床上的
60多岁的赵大爷不停地懊悔着前
两天喝的那瓶啤酒。赵大爷是从
长春来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前
不久刚在老家做了心脏瓣膜手术，
为了更好地恢复，他选择来到海南
过冬。

元旦前一天，老家来了亲戚，
赵大爷一高兴就喝了一瓶啤酒，喝
完后，顿时感觉胸部闷闷特别不舒
服。“那种感觉，就像进行了一场百
米冲刺比赛，憋气难受死了！”赵
大爷立即来到医院就诊，经医生诊
断发现赵大爷已经出现心衰症状，
及时进行了抢救，目前他的病情已
经平稳。

“冬季，像赵大爷这样的老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碰到。”海口市
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陈漠水告诉
记者，赵大爷还算幸运，抢救及时，
没有留下后遗症，有的老人胸部疼
痛，因为家人不在身边，总是先自
己观察，不来医院就诊。还有的虽
然来到了医院，医生建议手术治
疗，病患却不肯相信医生，耽误了
治疗的最佳时机。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时间就
是生命。一分钟会导致180万个
脑细胞的死亡，而这种伤害是不
可逆的。”海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副主任杨国帅告诉记者，心脑
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

多”即“四高一多”的特点。目
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
超过2.7亿人，每5个成年人中就
有1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每年死
于心脑血管疾病近300万人，占我
国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平均每
10秒钟就有1人死于心脑血管疾
病。

喝了瓶啤酒老人住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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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健康百科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冯琼

一提起血管病，多数人首先想到
心脑血管疾病。但还有一种血管疾
病严重危害大众健康，且一旦发作，
几乎让患者命悬一线，那就是主动脉
夹层，尤其在冬季该疾病明显高发。

50岁的王先生在元旦假期期间
患上了被称为“旋风杀手”的主动脉
夹层。“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基层
医院的诊断道出了该病的凶险程
度。家属抱着一线希望把王先生转
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在血管外科
医务人员的精心呵护下，终于为患者
赢得了手术机会。

据海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
任肖占祥介绍，进入冬季，医院每周
都有主动脉夹层患者就诊。

肖占祥介绍，主动脉夹层是由各
种病理因素导致主动脉内膜和中膜受
损而变薄弱，在此基础上，高速高压的
血流将薄弱的内膜撕开了一个裂口，
使内膜和外膜发生分离，主动脉呈真
腔和假腔双腔病理结构，高速高压的
动脉血涌入假腔内，并不断向下冲击，
使内膜与外膜进一步剥离，缝隙不断
扩张、膨大，并沿着主动脉壁向远、近
端，尤其是远端扩展，可累及胸主动脉
甚至整个主动脉的全程，有的还会导
致血管外壁膨出形成“动脉瘤”。

“若不及时处理，外膜将单独承
受血压力，随时会发生致命性的破
裂，主动脉血会直接涌入胸腔、腹腔
甚至心包，随时危及生命。”肖占祥表
示，主动脉夹层就像人体内的“定时
炸弹”，一旦发病随时会威胁人们的
生命安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不良
习惯，比如提重物、用力咳嗽、长时间
熬夜等是该病的常见诱因。

肖占祥提醒，主动脉夹层的病因
很复杂，常见的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外
伤、炎症等，其中，以高血压因素最为多
见，80%-90%的主动脉夹层患者伴有
高血压病史，且大都在10年以上。

肖占祥提醒，控制血压是预防主
动脉夹层的关键，要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控制体重、戒烟戒酒、注意休
息、按时服药，一旦感到胸部疼痛、焦
虑不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请及时
前往医院就诊。

元旦假期，各大医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爆满

冬季
别让疾病趁火打“节”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冯琼

“CCU 加 床 ！”
“又转来一位急性心衰
患者，CCU再加一张
床！”……原本轻松快
乐的元旦假期，我省各
大三甲医院的心内科
CCU（重症冠心病监
护室）却上演着一幕幕
繁忙而紧张的场景。

“病房都住不下
了，只能不断加床！心
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比
平时翻了一番。”海南
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
任医师吴忠告诉记者。

“就这 3天假期，
我们13张病床的重症
监护室重新住进了新
一轮患者。”海口市人
民医院心内科主任陈
漠水感慨道，冬季本身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高发期，再加上节日期
间，不少患者管不住
嘴，一高兴，药也忘了
吃，小酒也继续喝起，
放松了对自身疾病的
管理，心脑血管疾病自
然趁火打“节”。

“每年的元旦假期，都是心脑
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尤其是心绞
痛、心肌梗死、脑卒中发病率最
高。”陈漠水解释道，首先元旦期间
气温比较低，寒冷容易刺激人体血
管收缩，以及出汗减少，血压容易
上升，尤其在突然降温或忽冷忽热
的情况下，人体血管收缩、交感神
经兴奋、血液流动加速，容易导致
血压飙升或血栓形成。

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吴
忠表示，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冬季进
补，尤其是假期，很多人管不住嘴，
生活也打破规律，节假日期间人们
运动本来就少，容易造成血脂或尿
酸增高，从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吴忠在接诊中还发现，冬季很
多人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进而导
致患者肺组织的氧交换能力降低，
诱发急性心肌梗死、猝死等。

心脑血管疾病“偏爱”元旦假期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多年，且
有心房纤颤病史的78岁张奶奶同
样在今年元旦期间经历了一场与
死神的赛跑。

2017年 12月 30日 19：30分
左右，刚刚与家人用完丰盛晚餐，
还沉浸在儿孙绕膝的欢乐中的张
奶奶，突然感到上下肢无力，口角
歪斜，不能自由活动。家人知道张
奶奶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立即预感
到脑卒中的可能，于是迅速将其送
往海口市人民医院。

一到医院，急诊立即开通绿色
通道，张奶奶被直接送入抢救室。

“20：03入院，20：31接受溶栓治
疗，21：20结束溶栓治疗，送来时还
无法活动的张奶奶，打完溶栓针，四
肢立即可以自由行动了！”急救后，
急诊科脑卒中中心的医生立即在医
院微信群里报告这一喜讯。

“脑卒中治疗最重要的是把握
时机，正常的脑组织在缺血3小时
后就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变化，6个
小时后会出现缺血性脑细胞坏死，
所以患者一旦出现脑卒中症状就要
马上到医院进行溶栓治疗，而溶栓
治疗的有效时间是发病3小时以
内。”杨国帅翻开医院12月份的溶

栓治疗登记本，厚厚的一本近百页
的登记本，最后能进行溶栓治疗的
只有15例，很多患者都是因为错过
了“黄金3小时”。

陈漠水同样表示，如果患者出
现胸痛症状，需立即到医院就诊。
目前海口市人民医院在急诊科均已
经开设了脑卒中中心和胸痛中心，
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救患
者，“以前急诊科收到心脑血管疾病
的急救病例，还要打电话，请心内科
的医生到急诊科会诊，现在心内科
和神经内科医生直接坐诊急诊科，
随时对患者进行溶栓、消融治疗。”

急救莫错过“黄金3小时”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欢迎宝贝。来，阿姨抱抱。”近
日，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一处会议
室，被精心装饰了一番。医护们站在
门口热情迎接每一位由父母带来的
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早到的天使
——未足月出生的早产儿。海南省
妇幼保健院为这些在该院进行过救
治的早产儿进行体检，并对孩子的发
育情况进行测评等。

据估计，我国每年有1500万出
生的婴儿是未能完成37周妊娠的早
产婴儿，其中有100万例婴儿死于早
产并发症。早产是新生儿死亡的首
要原因，并且是继肺炎之后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研究显示，
许多早产儿即使有幸生存下来，也将
面临终生残疾，包括学习障碍和视
力、听力问题。海南省妇幼保健院院
长向伟介绍，我国属于早产儿大国，
目前我国新生儿中，早产儿的比率约
为5%-8%，这个比率还在不断提升。

向伟表示，由于医疗救治水平、
社会等原因，很多家长会选择过早放
弃早产儿的救治。“其实，随着医疗水
平的不断提高，早产儿的救治成功率
在90%以上。”向伟介绍，早产儿的很
多器官功能未发育齐全，要存活下来
需要度过呼吸、感染、康复等多道难
关。医院通过模拟子宫环境，可以帮

助早产儿保持营养和器官发育成熟，
“每个宝宝都是宝贵的生命，希望家
长们不要轻易过早放弃早产儿。海
南省儿童医院已经部分投入使用了，
未来对早产儿的救治条件会更好。”

但是，由于救治时间长，早产儿
的救治耗费，对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
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一般一名早产
儿的救治费用在十多万元左右，但报
销比率却只有60%-70%。”向伟表

示，目前，虽然针对新生儿的其他疾
病已经有了各种救治基金，但针对新
生儿的救治基金却很少，有些家长出
于经济原因考虑，也会放弃早产儿的
救治。他呼吁，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
多关注早产儿的健康问题，给这些早
到的天使更多关爱。

“他特别好动，什么都想摸一摸
看一看。”看着在自己怀里伸手去抓
气球的孩子，小宝（化名）母亲满脸幸

福。小宝意外出生时，在妈妈肚子里
只待了25周，出生时只有700克。

“当时孩子的父母十分坚定要救孩
子，十分配合我们的治疗。”省妇幼新
生儿科护士长轩妍表示，早产儿的救
治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除了医院，父
母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当时我
们需要给孩子喂养母乳，小宝的妈妈
就每天很努力地挤奶送过来。那段
时间因为奶水不足挤奶太过用力，她
的手都变形了。”

如今，一岁半的小宝已经和其他
健康孩子别无两样，活泼可爱，很招
人喜欢。轩妍介绍，通过定期随诊，
早发现早干预，很多早产儿都能康复
得很好，能和健康孩子一样，“你看今
天来的很多孩子，都很活泼。”看着现
场玩得开心的孩子们，轩妍露出了笑
容，“我们还为这些早产儿的父母建
了一个微信群，让父母们在里面相互
交流，并有医护人员为他们解答一些
问题。”

人体体重感应系统
可能有助减肥

瑞典、美国和加拿大科学家在
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人体内存在内
部体重感应系统的证据。这一机制
可能有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肥胖的原
因，从而研发出新的减肥药物。

瑞典哥德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发现，这一系统的运作方式类
似于体重秤，能记录人体的体重和
脂肪量。参与研究的哥德堡大学的
约恩－奥洛夫·扬松在该校发表的
新闻稿中解释说，体重由下肢记
录。如果体重有增加的趋势，就会
有一个信号传递到大脑，引导减少
食物摄入量，以保持体重不变。

研究人员向实验鼠的腹部植入
胶囊，胶囊的重量大约有实验鼠体重
的15％。植入第二天，这些实验鼠的
体重就有所降低。14天后的检测显
示，人为增重的实验鼠减掉了体重，
其减掉的体重量相当于胶囊重量的
约80％，其体内的白色脂肪量也随
之下降，且血糖水平得到改善。

人体有两种脂肪组织，白色脂
肪和棕色脂肪，白色脂肪主要用于
储存热量，而棕色脂肪则负责消耗
能量来发热。通俗来讲，白色脂肪
是导致肥胖的“坏脂肪”，而棕色脂
肪是能够减肥的“好脂肪”。

参与研究的哥德堡大学的克拉
斯·奥尔松教授认为，结合使用瘦素
和激活体内的这一机制有可能成为
一种减肥的有效方式。瘦素是一种
由脂肪细胞分泌的激素，在抑制食
欲的同时还能增加能量消耗，从而
达到控制体重的效果。

此前一些研究将久坐与肥胖同
人体健康状况不佳联系在一起。这
一新研究结果可以解释其中的原
因。奥尔松认为，当人坐下来的时
候，人体内的体重秤会得出一个不
准确的低数值。因此，人会吃得更
多，体重随之增加。 （据新华社）

医技前沿

老人提高身体素质
有助缓解痴呆症症状

英国研究人员日前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老年人增加体力活动，提高身体素质，有助缓解痴
呆症带来的认知能力衰退。

痴呆症是一种综合征，体现为记忆、思考、行
为和日常活动能力衰退，主要在中老年人群中发
病。

伦敦大学学院学者领衔的研究团队对30名
痴呆症患者和40名未患病老人进行认知能力测
试以及生活方式问卷调查等，他们年龄都超过
65岁并居住在英国。研究人员分析收集到的信
息后发现，老年人在患上痴呆症后，规划、组织
以及记忆日常事务的能力会逐渐衰退，而如果能
进行一定程度的体力活动，则可以缓解衰退症
状。

研究人员的论文发表在《公共卫生前沿》上。
他们推测，出现这种缓解效果，很可能是因为体力
活动能刺激大脑前额纹状体回路中的血液循环，
有助改善认知功能。

报告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学者爱丽丝·
霍兰比说，老人即便是在家中或花园里做点家
务、短时间散步或游泳等，都有助缓解痴呆症的
症状。

（据新华社）

常吃甜食，视力智商差
你是否经常拿糖果奖励孩子？孩子是否每天

用甜饮料代替白开水解渴？专家指出，糖虽然是
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但长期大量吃糖
严重威胁健康，从而引发以下疾病：

龋齿。由于儿童睡眠时间长，睡眠时口腔处
于静止状态，唾液分泌减少，对牙齿的清洁作用减
弱，有利于细菌繁殖。口腔中残留的糖容易被细
菌分解发酵，产生酸性物质，侵蚀牙齿。

甜食综合征。葡萄糖在人体中分解供能过程
需要含有维生素B1的酶催化。人体不能自身合
成维生素B1，全靠从食物中吸收。而大量吃甜
食，不仅消耗维生素B1，还会降低食欲，影响葡萄
糖分解供能，产生较多中间产物（如乳酸），这类物
质在脑组织中蓄积，影响大脑活动，引起“甜食综
合征”。孩子会出现烦躁、精神不集中、爱哭闹等
问题。

营养不良。经常吃甜食降低味觉灵敏度，抑
制胃酸分泌，削弱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容易
使孩子出现厌食、偏食等问题。

肥胖。过度摄入高糖饮食，会使超负荷的
糖以脂肪形式囤积在体内，从而引发肥胖。而
肥胖是糖尿病、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
素。

近视。遗传、长期眼疲劳等都是导致近视的
原因。如果儿童过多地吃糖和高碳水化合物，体
内微量元素铬的含量减少，会使眼内组织弹性降
低，眼轴易变长，最终导致近视。

影响智商。研究发现，儿童多吃甜食，一日三
餐都会受影响，从而减少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摄取
量。儿童时期，大脑发育最旺盛，如果缺少蛋白质
和各种维生素，将使大脑发育迟缓，影响智力发
育。

专家提醒，无论何种国籍和教育背景，儿童
对甜食的喜好都超过成年人。所以，必须从小
养成好习惯，避免对甜食产生依赖。比如孩子
在哺乳期最好吃母乳。母乳喂养在孩子口味培
养方面，比其他加工乳制品更有利。加工乳制
品往往添加了糖或香料等，这会刺激孩子味觉，
使他们对口味浓重的食物更感兴趣。孩子的味
觉一旦发生改变，口味比较清淡的食物就不能
再满足需要，不利于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每
天摄入的糖不宜超过孩子每公斤体重的 0.5
克。如果孩子体重为15公斤，每天摄入的糖量
不应超过7.5克。 （生命时报）

医生：孩子指甲剪太短

当心患上甲沟炎
一些家长在护养宝宝时，常常喜欢把孩子手

指甲、脚趾甲两侧的甲角剪得很短，认为这样更加
清洁和美观。医生提示，这样做容易使孩子患上
甲沟炎而疼痛难忍，正确的做法是适当留长甲角，
保持孩子手部、脚部卫生。

专家介绍，指甲、趾甲的甲根与皮肤紧密相
连，形成甲沟，其发炎时会有红、肿、痛甚至化脓现
象，不良的修剪指甲、趾甲习惯是甲沟炎发病的重
要原因之一。如果家长将孩子的甲角修剪掉或剪
得太短，甲沟组织被挤向甲角，甲角就会嵌入肉中
导致“嵌甲”，继而引发甲沟炎。

除了修剪甲角长度要适宜外，家长还要注意
勿让年幼的宝宝啃咬指甲，避免撕扯对甲沟造成
损伤。另外，孩子发育快，给孩子穿的鞋要大小适
宜，穿太小的鞋容易增加脚趾受挤压的机会。同
时要注意挤伤、踢伤或被他人踩伤后孩子的指甲、
趾甲情况，教育孩子不要用手拔倒刺，防止异物刺
伤甲沟。

医生提示，如果发现孩子患有甲沟炎，一定要
及时到医院诊治。如果脓肿感染蔓延，严重时会
导致指骨骨髓炎。 （据新华社）

气温下降
主动脉夹层高发

医生提醒，控制血压是
预防关键

早产儿比率不断提升，医护人员呼吁社会给予
早产儿更多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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