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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9月1日我凌晨一点半睡觉，
2号中午被楼上的噪音吵醒，心烦
意乱猛的一起床。那一瞬间，感
觉脖子剧烈的疼痛。我以为是颈
椎不好了，结果不到3秒，后脑勺
突然像针扎一样一阵阵痛，伴随
而来的是后脑内部一阵暖意。紧
接着我看到身上开始出冷汗，一
层一层的出，短短几秒，手臂上的
汗竟滴在地板上。我当时想，完
了！肯定脑内出问题了。

点评：杭州市一医院急诊
科副护士长黄赣英说，脑出血常
常是因为血压突然升高，冲破了
血管导致出血，常在活动或情绪
激动时发病。情绪激动、使劲用
力（便秘、下蹲起立）、过劳、寒冷
等都可能成为诱发因素。50%
的患者有先兆症状，一般有头痛
和呕吐，并迅速出现昏迷、偏瘫、
大小便失禁等。出现剧烈头痛是
最常见症状，患者要积极自救。

口腔 口腔老化表现有：牙
齿松动和脱落；咀嚼肌萎缩，咀嚼
乏力；唾液分泌减少；味觉钝化。
对策：老年人的食物在制作方面
有特殊要求，需要通过烹饪工艺
（细切、粉碎、调味）制作成细软可
口的食物。如肉类要尽量剁碎、
煮烂，蔬菜水果尽量选鲜嫩的。

食管 老年人食管的蠕动功
能减退，食管下括约肌张力下
降，不少老人患有食管裂孔疝，
导致胃食管反流、吞咽困难、误
吸等高发。对策：进食时应做到
速度慢、食团小，以避免食管内
食物嵌塞；不宜饱食，少食甜食，
睡前1小时禁食禁饮，以减少或
避免反流和误吸。

胃 老年人胃排空延缓，尤
其是液体食物和含脂类食物胃

排空延迟，同时胃蛋白酶分泌能
力减退，导致老年人易发生上腹
胀闷、早饱感、餐后饱胀等，但胃
酸分泌功能正常。对策：老年人
应控制油腻食物摄入，一日三餐
或四餐，定时定量，且不易过饱；
适当的运动（散步、太极或健身
操等）有助于胃排空。

小肠 小肠很少发生吸收不
良，但80岁以上的老年人吸收功
能明显减退。对策：小肠对钙的吸
收是随增龄而逐渐减少的，故补
充活性维生素D、增加食源性钙或
补充钙剂防治骨质疏松很必要。

结肠 结肠老化表现为蠕动
功能减退、通过时间延长，这是老
年人便秘高发的重要原因。增加
膳食纤维是治慢性便秘的基本措
施。对策：推荐老年人每天至少

食用半斤鲜嫩蔬菜加水果，可通
过细切、粉碎等予以解决。

肝脏 肝脏的老化主要表现
为重量减轻、体积缩小，肝药酶
含量下降，肝脏对药物或毒物的
代谢能力减退，因此老年人尽可
能选择必服的药物，同时注意药
物的配伍禁忌，减少合并用药，
从而减轻肝脏代谢负担。对策：
遵医嘱合理用药，千万不要自行
用药，或听信偏方、秘方。

胰腺 最主要的是分泌胰液
酶的质和量均减少。但临床上即
使是高龄健康老人，消化不良如脂
肪泻也较少见，但老人对脂类食物
的超量耐受能力则是减退的。对
策：老年人不宜一次性摄入过多高
脂高蛋白的食物，宜低脂饮食，蛋
白质补充尤以清蒸鱼、虾、蛋为宜。

网友亲历脑出血：后脑突然像针扎

调整饮食应对消化系统老化
随着年龄的增加，

消化系统从结构到功能
发生一系列衰老与退
化。这些变化对老年人
营养物质的摄取、吸收
及利用造成一定的影
响。老年人如能了解消
化系统各器官在老化过
程中的特点，对饮食结
构和习惯做相应的调
整，则可预防某些疾病
的发生、提高生活质
量。但当老年人消化系
统出现明显异常时，应
及时就诊，不要归咎于
老化，以免延误疾病的
诊治。（复旦大学附属华
东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
医师 郑松柏）

“9月2号下午1点，我突发脑出血住院了，没有任何预兆……今天是第9天，我终于真
正意义上清醒了，把事情整理了一遍。”网友@卡卡Prancil 9月11日在新浪微博发文后，截
至当晚11:30，已有近14万转发、10万多的评论，很多网友表示看完直冒冷汗。万幸“卡卡
Prancil”经治疗后病情好转。每年入秋后，各大医院收治的脑出血患者人数明显增加。专
家指出，脑出血是临床常见的急症之一，高血压、动脉硬化患者等是高危人群。一旦发病，
准确快速的自救和家庭急救、尽快送医方能减少悲剧的发生。让我们一起跟随“卡卡
Prancil”的笔记（部分有删减），去了解一些脑出血相关知识。（整理/本报记者刘惠）

所幸我家离医院不远。被送
到急救室后，由于只有自己一个
人，没法挂号看病，护士让我拿个
呕吐袋在一旁休息……之后我断
断续续吐了几次，两个实习生走
过来对我说：“把医保卡给我们，我
们去挂号找医生，你这个症状很
像脑出血！”那时我已说不出话了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我家人来
了，朋友来了，我被送进CT室……

点评：“普通人没办法区别
自己是脑缺血还是脑出血，只有
到医院后，经过CT检查才能鉴
别，从而对症治疗。”中山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彭
福华说，有些患者可能要做第二
次CT，以观察病情的变化。

珠江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
师张世忠提醒，家属在陪同患者
的过程中，可观察以下变化：神志
变化，是否有从清醒到迷糊，从迷
糊到昏迷的过程，如有，一定告
知医生；肢体反应变化，尤其是急
救过后的时间段，如果本来还能
举起手脚，突然不能动了，马上
告知医生；语言障碍，本来还能
勉强交流却突然说不出话了，可
能病情还在发展，须提高警惕。

我第一时间给住在附近的
同事打电话，开口说话发现已哆
哆嗦嗦了，话不成章。同事告诉
我他在外面，没法第一时间过来。

第二时间给好友打电话，朋
友说如果你觉得非常不舒服，赶紧
打120，因为赶过去还需半小时。

现在想想真是万幸，脑内淤
血没有遮挡我的视神经，我挂完电
话，立即拨打了120。哆哆嗦嗦说
完地址，约10分钟后120来了。在
这10分钟里，我竟然稳定心智，把
医保卡、身份证、银行卡等整理在

小包里，把汗湿的上衣也换掉了。
点评：黄赣英说，疾病突发

后，如意识还清醒，一定要保持镇
定，立刻拨打亲人电话或120。
一般脑出血从发作到昏迷有一
段时间，要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
离开危险的地方，解开衣领，就
地侧身平躺，尽量减少肢体活
动，保持心情平稳。独居老人最
好在家安装报警装置。如发病
急且重，无法拨打电话时，尝试
移开电话，用“忙音”或其他弄出
声响的方法，引起家人注意。

征兆：剧烈的头痛是最常见症状

求救：抓住从出血到昏迷这段时间

检查：第一时间做CT判断缺血or出血

治疗：出血量越多越要尽早手术

意识清醒过来应该是第二
天。朋友后来和我说，CT扫描
结果显示我脑内多处出血，医生
猜测是脑动脉瘤破裂，直接下了
病危通知书。打了止血药后，医
生又安排了更细致的螺旋CT
检查，显示是多处毛细血管出
血，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接下来就是绝对卧床治疗
及禁食，每天打20多瓶药……

点评：珠江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师吴多斌说，血压波

动大是脑溢血主因，此外还包
括脑血管畸形（以年轻女性较多
见）、动脉瘤等，但较为少见。脑
溢血多发生在脑深部的血管，
跟血液的长期冲击有关。“一般
大脑半球出血量≥40毫升、小
脑出血量≥10毫升，最好能在
两小时内手术，尽量不要超过3
小时。”吴多斌说，如患者出血量
不多，神经功能损害较轻，或患
者情况较差不能耐受手术治疗
的，则可选择内科保守治疗。

预防：高血压患者注意8个细节

我以自身经历提醒大家：
1.一定要规律作息，朝六晚
十。2.调节工作、生活压力，
量力而行。3.多运动。医生
说我的血管太脆弱了，没有弹
性，长期缺乏运动。无论是怎
么样的运动，都能锻炼身体。

点评：彭福华称，老年人一
般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硬化等
病，是脑血管病高危人群，应注

意：①规范控制血压。②调畅
情志，保持心境平和。③避免
抽烟饮酒。④合理饮食，摄入
低脂、低盐、低糖类食物，少食
动物脑、内脏等。⑤适度活动，
如慢走、打太极拳、干家务等，
但避免过于劳累。⑥保持大便
通畅，并忌蹲便。很多老人在用
力排便时发作脑出血。⑦多饮
水，尤其是夜间。⑧注意保暖。

第十二讲：高血压
膳食指导

每天吃5类饮食辅助控血压

有报道指出，高血压患者中1/3可能发生脑
出血，脑出血患者中90%都是高血压患者。中国
约有3.3亿高血压患者。美国国家心脏、肺和血
液研究所曾向社会推广DASH膳食，希望通过膳

食阻断高血压。它的核心是：增加全麦食品、膳食纤维、不饱和脂
肪酸的摄入；减少红肉、添加糖和油脂；减盐。具体选择的食物有：

全麦制品：每天6至8份，包括全麦面包、早餐麦片、燕麦
以及糙米等。每份是一片面包、1杯麦片或半杯米饭/面条。

蔬菜：每天4至5份，包括花椰菜、西兰花、卷心菜、菠
菜等。每份蔬菜大概半碗。

水果：每天 4至 5份，包括苹果、梨、蓝莓及热带水果
（芒果和菠萝）等。每份水果大概1碗。

低脂乳制品：每天2至3份，包括牛奶和奶酪等。
瘦肉、海鲜：每天不超5份，约等于1个鸡蛋。（摘编自《北

京晚报》）

腿疼从血管找原因
北京56岁的李先生近

半年右腿酸痛的情况更严
重了，每走一两百米腿又酸
又痛，有一天，他无意间在
电视健康节目中看到下肢
动脉硬化闭塞症跟自己的
病情很像，于是第二天到医
院血管外科检查，果然是腿
上的血管出了问题。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早期症状并不典型，常表现
为腿凉、怕冷，腿肚子发
酸。如病变继续发展，会出
现间歇性跛行症状，在行走
几分钟后（行走距离小于
200米）腿部出现疼痛、无
力，但休息几分钟后又能继
续行走。如病变继续恶化，
就会出现“静息痛”，即患者
即使在休息时也会有下肢
疼痛，夜间尤甚。

下肢动脉超声是早期
普查和诊断此病最简单经济
的方法。治疗则要依据病情
发展状况而定。对动脉硬化
闭塞早期，建议患者戒烟，合
理膳食，少吃大鱼大肉，多吃
蔬菜水果，适当步行锻炼，注
意足部护理、保暖，避免肢体
受伤，同时还应积极治疗糖
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首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
科医生 马天宇）

多提肛防血栓痔
南京60岁的王女士几

天前在拉了次肚子后，在肛门
处摸到一个鸽子蛋大小的肿
物。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肛肠科检查，是得了血栓外
痔。医生刘艳为她进行了血
栓外痔剥离术后，症状得以缓
解。预防血栓痔，建议多做

“提肛”，即自我调整括约肌，
一收一放，每次50下，每日
1-2次。如血栓性外痔较小，
可选择活血化瘀的药膏，3-5
天疼痛就可减轻，肿块缩小。
对大的血栓性外痔或已破裂
的血栓性外痔，建议就医治
疗。（通讯员刘敏）

测过敏原认准3法
过敏性疾病主要包括

荨麻疹、湿疹、过敏性皮炎
等。如怀疑自己或家人患
过敏性疾病，最好去正规的
大医院，选择临床常用、靠
谱的方法测测过敏原。

皮肤点刺试验：由于皮
肤点刺液浓度低，安全性及
灵敏度较高，皮损面积小，
患者接受度高，是医院常用
的过敏原检测方法。

斑贴试验：准确性较
高，没有创伤，操作简单，尤
其对于接触性皮炎，是最简
单可靠的诊断方法。

血清过敏原检测：这是
采用特异过敏原IgE诊断试
剂盒的一种体外检测方法，
可一次性检测几十种特异性
IgE及血清总 IgE水平。由
于多数过敏反应是由IgE介
导的，可靠性高，特异性好，
敏感度高。（解放军第302医
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
心副主任医师 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