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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脏支架的 5 个传言您别信
冠心病的治疗主要包括
药物治疗、支架植入术和冠状
动脉搭桥术。其中，心脏支架
植入术具有创伤小、
效果好、
恢
复快、
并发症少等优点，
已被越
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但是对
于心脏支架的认识，很多患者
还存在以下误区。

误区二
放了心脏支架就不需要吃药了

部分正确。对于没有动脉硬化
的患者可能不需要放支架，但
这部分患者很少；还有一种情
有些患者认为放了心脏
况就是，
不能在 90 分钟内行急
支架就万事大吉，不需要吃药
诊心脏支架术时可以溶栓治
了，这是极其错误的想法。首
疗。然而，大部分患者都是在
先，
心脏植入支架后，
患者仍须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的基础
服用预防支架内血栓的药物，
上形成血栓而引起血管堵塞，
包括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替
这时必须要植入支架，如果不
格瑞洛，
其中，
氯吡格雷或替格
误区一
植入支架，再次发生血栓的机
瑞洛通常服用 1 年就可以了，
放了心脏支架人就
“废”
了
会非常大。溶栓可以帮助我们
而阿司匹林主张终身服用。其
很多患者认为放了心脏 次，冠心病是因为冠状动脉粥 快速恢复血流，但不能保证充
持续的、
永久的开通冠状
支架人就
“废”
了，
从而抵触、
拒 样硬化引起的，
所以，
只要危险 分的、
所以，
溶栓比支架植
绝心脏支架，有的即使植入了 因素没有解除，就有再次梗阻 动脉血管，
心脏支架，也容易因此产生焦 的可能，而他汀类药物有改善 入术好的说法是片面的，应根
虑、抑郁等情绪，其实，这些都 血管内皮功能、稳定斑块等作 据患者病情和就医条件而定。
是不必要的。所谓心脏支架， 用，是治疗冠心病不可或缺的
误区四
就是用
“导管”
将心脏严重狭窄 药物。第三，如果患者合并有
支架植入后不能做 MRI 或 CT
的血管撑开，从而保证心脏正 糖尿病、
高血压病等疾病，
这也
心脏支架术作为冠心病
常的血流供应。打开闭塞的血 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管是挽救心肌细胞和恢复心功
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而 MRI
误区三
能的最好的方法，也是国际上
或 CT 检查是临床比较常见和
溶栓比支架植入术好
通行的做法，很多严重心绞痛
重要的检查手段，对某些疾病
和心肌梗死的患者只有通过心
有些患者认为血管堵了， 的诊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很
脏支架植入术，才能恢复日常 只要溶栓治疗就可以了，根本 多患者担心植入心脏支架后不
生活能力，
否则就真的
“废”
了。 不需要放支架，这种说法只有 能做 MRI 或 CT 检查，甚至有

脾气不好补补气血
人们常说，人容易发脾
气是肝火旺，事实却并非如
此。很多脾气不好的人脉
象都很弱，而并非肝阳上亢
的弦脉或滑数脉，也无口苦
胁痛，但常有头晕、气短、注
意力不易集中、不喜嘈杂等
表现，符合气血不足之象。
对于这类患者，我们不能清
热泻火，而要补气养血，略
加安神定志之品。可用党
参、黄芪、五爪龙、太子参、
当归、大枣等甘温补养气血
之品煲汤水。气血充足则
心 定 神 安 ，而 脾 气 自 然 缓
和。古方甘麦大枣汤治疗
脏 躁 一 证 ，即 同 此 理 。 此
外，还可按摩、针刺足三里、
百会、四神聪、气海、关元等
调补穴位。
（湖南省脑科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 李永贵）

耳道进异物
试试这两招
当小蚊子或小零件进
入耳道里时易产生瘙痒、疼
痛感，甚至耳鸣，针对这种
情况，可以参照以下两种方
法处理。
一是光照法。拿起手
电 筒 ，对 着 耳 道 的 方 向 照
射，因为昆虫有趋光性，见
到光后一般会循着光线爬
出来。二是滴油法。若用
手电筒照了 10 分钟以上仍
未看见有虫子爬出，可将食
用油或婴儿润肤油滴入耳
道，30 秒钟后把耳朵朝下，
虫子就会连同油一起流出，
随后再到医院进行必要的
清理。但要注意，油一定要
是常温，以免因过冷或过热
而引起晕眩。
（湖南省直中
医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
主任医师 龚兴宏）

一些医务人员也有这种担心，
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
的。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已经证
实，
临床使用的心脏支架做 CT
或在≤3.0T 的 MRI 设备上进
行检查是安全的，不用担心支
架出问题。
误区五
植入支架术后不能运动
不少患者植入心脏支架
后老是担心支架会移位，尤其
是运动后，其实这种担心大可
不必。因为心脏支架植入体内
后的 6 个月到 1 年左右，冠状
动脉血管上的内皮细胞会生
长、
迁移，
最后覆盖整个支架的
表面，使支架成为冠状动脉血
管的一部分，此时再剧烈的活
动都不会使支架移动或掉出
来，完全不影响日常生活和运
动。当然，
要运动，
建议在支架
植入术后 1 个月开始，且以中
低强度的运动和慢跑为主。
（长
沙市第四医院心血管一科主任
医师 申国璋）

贪杯贪嘴贪凉，
当心胰腺出问题
立夏了，
喝点冰啤酒，
来盆
小龙虾，
是最惬意的饮食方式，
但这却让杨先生险些丧命。长
沙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医师吕爱莲提醒，春夏两季是
胰腺炎的高发期，人们往往禁
不住美食的诱惑，要警惕急性
胰腺炎的发生。
杨先生平日里长期不规律
饮食，
胰腺已经受损，
突然遭受
到强烈的饮食刺激，直接导致
上腹部剧痛，
恶心呕吐多次，
发
病两天暴瘦 20 斤。来医院后，
他被诊断为急性重症胰腺炎。

吕爱莲介
绍 ，急 性
胰腺炎的
发病原因
在于
“吃”
，
酗 酒 、暴
饮暴食是
诱发主因。当人体进食大量油
腻食物后，可反射性地引起胰
液分泌增加，导致胰管内压力
增高。此时酗酒，就更雪上加
霜。胆汁和胰液不能顺利到达
十二指肠，在胰腺的内部就开
始激活胰酶，胰酶把自身的胰

腺组织也当成食物分解消化。
轻症造成胰腺组织充血水肿，
严
重时可发生溃烂出血和坏死。
既然胰腺炎是“吃”出来
的，预防关键点也就是“吃”。
在拒绝大鱼大肉时，还要拒绝
饮酒。在戒酒的基础上，饮食
提倡营养丰富，可吃些瘦肉、
鸡蛋、豆腐、新鲜水果蔬菜等，
每餐饮食达到七八分饱即
可。如有肠胃疾病的人群，应
少吃粗粮，以免加重胰腺的负
担，减少胆道疾病的发生。
（通
讯员 刘敏）

做 CT 或磁共振有些患者要
“打针”
CT 和磁共振是近年来常
用的检查手段。有的患者做
CT、磁共振时，医生会要求给
患者“打个针”，而有些患者又
不需要打针，
这是为什么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放射
科副主任医师张伟介绍，CT、
磁共振是通过人体组织之间的
密度、
信号不同，
而产生的影像
对比来判断人体病变的。
不“打针”，做的 CT 或磁

共振检查叫做平扫，
适合骨折、
脑出血等检查，而有些病情用
单纯的 CT 或磁共振平扫，
病灶
对比并不好，
看不清楚，
这时候就
需要
“打针”
了。打针后做的CT
或磁共振检查就是增强扫描，
可增加人体组织间的图像对比
度，使平扫时不能显示或者显
示不好的病灶更好地显示。
增强扫描所使用的药物叫
做对比剂，也叫造影剂，CT 增

强所使用的造影剂常常是含碘
药物，磁共振增强最常用的造
影剂是含钆药物。CT 或磁共
振增强扫描完成以后，可多喝
白开水促进对比剂排泄。需
要注意的是，有些患者可能会
发生对比剂过敏反应，所以检
查前医生会让患者做好过敏试
验等充分准备。
（文/湖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护师
甘存良）

厨房高温油烟是致癌因子
50 岁的李女士对厨艺颇
有研究，每天下班最大的乐趣
就是亲自下厨。今年体检，
低剂
量螺旋CT结果提示“右肺上叶
占位性病变，
不除外恶性病变”
，
这对李女士如同晴天霹雳。
“我
从不吸烟、
不喝酒，
连二手烟都
注意躲开，基本不在外边饭店
吃饭，怎么会得肺癌呢？”她复
查胸部增强 CT，依然提示“考
虑周围型肺癌可能性大”
。
湖南省肿瘤医院胸外二科

主任医师王文祥指出，体检发
现周围型肺癌越来越多，并且
以不吸烟的女性患者居多，学
界认为和她们长期接触厨房高
温油烟有关。现在早期肺癌的
临床治愈率已达到 80%以上，
特别对于女性的早期肺癌，大
部分为体检发现的周围型腺
癌，
采用胸腔镜手术处理，
即可
实现肺癌根治。
如何尽量降低厨房高温油
烟所带来的致病风险呢？王文

祥指出，不同食用油的烟点不
同，烟点越高，食用油越健康。
在常用的食用油中，
山茶籽油烟
点较高，
可作为烹饪首选；
在烹
饪过程中，
尽量使用中火，
炒菜
时温度有所控制，
以不冒油烟为
极限。另外，
尽量选用锅底较厚
的锅烹饪，
在烹调食物时，
最好
采用蒸、
煮、炖等做法，减少煎
炒所带来的油烟；保证厨房通
风良好，
定期清洗油烟机，
必要
时佩戴口罩。
（文/李琪）

营养不良
加重精神疾病
近日，湖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老年及躯体疾病精
神科女病房来了一位 70 岁
的杨女士，由家属用轮椅
推送入院。据家属介绍，
杨 女 士 近 两 年 比 较“ 迷
糊”，刚放的东西转眼就忘
记了，出门找不到回家的
路 ，家 属 经 常 四 处 寻 找 。
经过系统检查，杨女士精
神障碍病情加重，竟是因
为“三系细胞减少”。湖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及躯
体疾病精神科副主任医师
魏宏萍表示，
“三系细胞减
少 ”即 红 细 胞 系 、白 细 胞
系、血小板系均减少的一
种病理情况。这种情况一
般常见于血液系统疾病。
导致杨女士三系减少的原
因在于严重营养不良所引
起，而且正是因为严重营
养不良还加重了她的精神
症状。
（通讯员 杨慧玲）

小腿反复流水
慢性骨髓炎作祟
65 岁的汤先生因 1 年
前不慎从高处跌落，被诊
断为“右侧胫腓骨骨折”，
并行骨折内固定术，术后
右小腿手术伤口一直反复
流水。湖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附属医院骨伤二科主任
吴官保指出，由于骨折造
成的软组织损伤导致右侧
胫骨骨折术后骨髓炎并窦
道形成，贴骨瘢痕增生，因
此患者小腿反复流水。
“对
于慢性骨髓炎，首先就是
预防感染，包括疖、疮、痈
以及外伤感染、骨骼损伤
后感染和组织损伤后感染
等。”吴官保说，但是一旦
出现类似感染症状，应及
时治疗，尤其是开放性骨
折或者是已行内固定术的
开放性骨折患者。
（文/刘双）

午休不宜超一小时
立夏后容易出现烦躁
易怒、心神不宁等，宜“静
心”，忌大喜大怒，保持精
神平和、心情舒畅、恬淡虚
无。可多做一些让人心情
安静的事情，例如绘画、书
法等，顺应自然气候变化
进行自我调节。立夏前后
气温波动较大，晴雨变化
无常，尤其早晚仍比较凉，
中午气温较高，宜适时添
减衣物。睡眠方面，因为
逐渐开始昼长夜短，因此
人体宜顺应自然变化合理
调整作息，以接受自然清
明之气。宜适当晚睡早
起，午后人易疲倦，适当午
睡缓解疲劳，保持精力充
沛，但午休不宜超过一个
小 时 ，以 防 增 加 疲 倦 感 。
立夏是春季向夏季过渡的
节气，应注意看天穿衣，避
免贪凉，谨防外感。
（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教授 陈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