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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男子肩痛一周突然猝死

张先生半个月前到南京
洽谈生意。事发前一周，他左
肩疼痛，而且还出现一阵阵钝
痛。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加之
身在外地，为了省事，张先生就
到小诊所按摩了几次，然而不
见缓解。6月5日下午，正在忙
碌的张先生突然晕倒在地，神
志不清，口吐白沫。

“由于事发在院外，现场
又没有实施及时有效的救治，
等到患者被120急救车送到医
院，人已经不行了。”当天值班
的江苏省中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医师仲跻巍分析，患者猝死

很可能与心梗有关。
仲跻巍表示，很多人误以

为只有胸闷、胸痛才是心肌梗
死，其实临床上有30%的心肌
梗死患者症状并不典型。心
梗不典型症状包括牙痛，上肢、
左肩疼痛，上腹部剧烈疼痛，恶
心呕吐，出冷汗。因此对于老
年人、“三高”患者等高危人群，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需要考虑
心源性疼痛。

夏天心脑血管病患者增多

许多人将冬季看做是心
梗的高危季节，其实，炎热的夏
季，医院急诊室里心梗患者数
量也猛增，多以中老年人为

主。这是因为：
代谢加快 温度升高会使

体表血管扩张、血液流速加快，
加重身体新陈代谢的压力。
而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疾
病的患者，血管内本来就含斑
块和沉积物，更容易堵塞，造成
心梗、脑梗等。

血压升高 高温天气还容
易引起人体内血液循环紊乱、交
感神经兴奋，造成血压升高、心
率加快、冠状动脉收缩等后果，
从而大大增加心脏的负担。

出汗增多 人体水分通过
汗液大量蒸发，造成血液黏稠
度增高，易出现血小板聚集和
血栓形成，引发心肌梗死。

心情烦躁 天气炎热，人
们难免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心
率都降不下去，心脏耗氧量增
加，更易疲劳。如果再得不到
良好的休息，那么心脏的超负
荷运转也将带来患病风险。

关键是预防，别做三件事

平常生活中我们要怎样

预防心肌梗死呢？首先，按时服
药，控制好血压、血糖、尿酸等危
险因素。其次，适当调节情绪和
压力。再次，戒烟，保持适度运
动。另外，清淡饮食，不可过饱，
夏季多饮水，有条件可以在医生
指导下服用活血化淤的中药。

此外，有三件事情尤要注
意。1.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室
内外温差过大会使全身毛孔
闭合，体内热量难散发，还会因
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脑
供血不足，有高血压、心血管疾
病史的人更易“热中风”。2.洗
冷水澡不宜过急：突然的冷刺
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导致
血压升高，有时甚至会导致冠
状动脉的严重痉挛，斑块破裂，
造成急性心梗。3.口渴不宜猛
灌水：一次性喝太多淡水，易造
成“水中毒”。尤其是对心脏功
能不好的人来说，天气炎热，人
体血管处于扩张状态，突然大
口饮水可能引起血管迅速收
缩，导致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引
发心绞痛甚至心衰等病症。

肩痛一周猝死，真正病因是心梗
肩膀有些疼痛，很多人习惯性地

认为是颈椎病或是肩周炎，没什么大
不了。其实，它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
求救信号。近日，安徽的张先生就因
为小瞧了肩痛背后潜藏的危机，错过
了救治的最佳时机，等到突然晕倒送
到医院抢救时，已经回天乏术。张先

生为什么会突然猝死呢？（摘编自《南京晨报》《贵阳晚报》）

在心血管专科门诊，常有
患者连声追问：“我的高血压与
睡眠不好有关系吗？”“是因为
高血压，我才会睡得越来越差
吗？”……睡不好确实会导致血
压飙升，除了要调整好睡眠规
律、保持心情舒畅外，更多生活
细节的调整尤其值得注意。

睡眠是人体正常的生理
需要，可消除疲劳、提高免疫
力、恢复机体良好的功能状
态，在人体新陈代谢、神经体液
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

表明，睡眠时间缩短，可增加高
血压的患病风险，同时合并失
眠的高血压患者血压变异性增
大，其血压变异程度与睡眠障
碍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心血管病门诊里，经常可
以见到长期睡眠不好与其高血
压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的患者。
根据临床观察，多数失眠者的
基本病因在于情志不遂、心有
牵挂、肝气郁结、气郁化火，或
者年老体弱、久病伤血、心血不
足。因此，治疗与之相关的高

血压，首先是做好睡眠规律的
调整、保持情志舒畅。第二，调
整好与睡眠相关的生活细节，
包括：晚餐尽量食用清淡、易消
化的食物，且不要吃得过饱；睡
前不要饮用浓茶、咖啡等刺激
性饮品；把手机放在卧室以外
的地方；戒烟、限酒，增加运动
量；每天尽量在晚上11时前躺
在床上，睡前听听轻音乐，创造
良好舒适的睡眠环境等。（广东
省第二中医院心血管教授 王
清海）

睡不好血压高，快调整生活细节

最近，郭女士非常苦恼，
因为一向脾气好的老伴突然变
得敏感起来，动不动就暴跳如
雷，可脾气一过，头疼不说，眼
睛也特别疼；无独有偶，陈先生
跟人大吵一架后出现恶心、呕
吐等症状，不得不去看急诊。
检查发现，两人均患有急性闭
角型青光眼，而遇事易冲动、爱
较真发脾气是主要诱因。

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王亮介绍，临床发现，
大多数青光眼病人在患病前都

存在一种或强或弱的“青光眼
性格”。一类人性格急躁，易兴
奋，爱钻牛角尖。还有一些人
表现为强迫性格，如逐字研究药
品说明书上的每一种副作用，生
怕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类人总
处在过度焦虑或易怒状态中，
而紧张焦虑的情绪又会导致血
压、眼压升高，引发青光眼。另
一类则是“老好人”，常忍气吞
声，一旦情绪抑制到极限时就
会爆发，这种波动会导致心率
加速、血管收缩、肾上腺素分泌

增加等，并诱发青光眼。
老年人情绪发作后，其身

体的自主神经调节受干扰，眼
部房水循环的动态平衡会遭到
破坏（房水分泌过多或房水流
出出现障碍），从而造成眼压上
升，而持续的高眼压极易诱发
青光眼。因此，随着岁数增加，
应注意修身养性，保持恬然安静
的心态，避免情绪过激。同时，
家庭成员应对长辈多几分理解
和包容，使其负面情绪得到有
效舒缓。（摘编自《华商报》）

爱发脾气易患青光眼

大部分肿瘤是机体在各
种致瘤因子作用下形成的。然
而，还有一些肿瘤是有遗传性
的，一旦时机成熟就形成肿瘤，
这就是遗传性肿瘤。遗传性肿
瘤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研究
表明，80%左右的肿瘤不遗传，
但有 5%-10%的肿瘤具有明
确的遗传性，还有10%左右的
肿瘤具有家族聚集性，如乳腺
癌、卵巢癌、大肠癌、肾癌等。

及早预防，及早发现，及

早应对，是防治肿瘤的通用“法
则”。目前，基因检测在遗传性
肿瘤筛查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可以查出是否存在基因突变，
有效地排查出遗传致癌基因。
国内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
京协和医院等数十家大型综合
医院、肿瘤专科医院也已陆续
开展了遗传性肿瘤门诊。

肿瘤遗传咨询配合基因
检测技术能评估是否有致癌可
能性，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做检

测。目前最值得做基因检测的
人群为有癌症家族史者。家族
中如果有以下情况，建议进行
检测：有明确肿瘤家族史（直系
亲属有遗传倾向肿瘤），高危标
准的乳腺癌患者（双侧发病，发
病年轻），高危卵巢癌患者（双
侧发病，发病年轻），男性乳腺
癌患者，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
高级别前列腺癌，以及其他高
危人群。（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肿
瘤科副主任 李梦侠）

有些肿瘤会代代相传

预防夏季腹泻
避免过冷过热

随着我国多地气温进
入“烧烤模式”，医院的胃
肠道门诊也成了患者扎堆
的地方。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
医师陶夏平说，夏季肠道
内致病微生物易生长繁
殖，出汗多、休息不好导致
抵抗力下降，生食瓜果蔬
菜、不洁饮食等都可能引发
腹泻。同时，夏天人们往往
喜凉食、凉水浴等，过热过
冷的交替刺激或冷热调节
失衡，也会导致胃肠功能受
损造成腹泻。如果大便每
日超过3 次，粪便稀薄，甚
至携带脓血或黏液，则属
于腹泻。严重的腹泻会使
机体丢失大量水分和电解
质，甚至发生酸中毒和休
克。因此患者在病程中应
多喝水或口服补液盐，若体
力不支，或见心慌、乏力、意
识不清等严重不适症状，应
立即就医。（摘编自新华社）

夏季晒太阳有讲究

除了有光线性皮肤病或
对光过敏的人群不要晒太
阳，一般人都可以选择合适
的时间适当跟阳光“亲密接
触”。不过，夏天晒太阳也有
讲究。

讲究时间 以 上 午 9
时-10时和下午4时-5时这
两个时间段为宜，这两个时
间段的紫外线中的A光束成
分较多，是储备体内维生素
D 的大好时间，每天晒半小
时左右就可以。

讲究部位 可根据个人
的情况，晒头顶、晒后背、晒
手脚。不过，夏天晒太阳时
一定要穿戴防晒衣物将有痣
的部位遮盖起来。

讲究穿着 晒太阳时最
好不要穿黑色衣服，摘掉帽
子和手套，最好在户外或宽
敞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要隔
着玻璃窗。（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副主
任中医师 廖慧丽）

三伏贴发泡越多
不代表疗效越好

在冬病夏治过程中，三
伏贴疗法会让不少人出现发
泡反应，因此，有人认为三伏
贴发泡越多，疗效就越好，甚
至觉得敷贴时间越长效果越
好。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
为三伏贴不一定必须要起泡
才有效果。在敷贴过程中，
只要患者背部皮肤有发热、
发烫的感觉，就显示药物在
起作用。敷贴时间根据实际
情况，一般 2-6 小时即可。
如果皮肤已起泡甚至出水，
就说明皮肤有破损，不能再
继续敷贴了，应及时请医生
处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针推科副主任中医师 戴
奇斌）

蚊虫上身别拍别按

被不知名的黑色虫子
叮咬了一下，结果小腿肿
成“萝卜”。经过一周消炎
解毒治疗，62 岁的张女士
才恢复正常。武汉市武昌
医院外科主治医师焉正庆
提醒，每年此时他都要接
诊不少被各种蚊虫叮咬的
患者，被叮咬部位和周边
皮肤红肿，少数有疱疹、流
脓、低烧现象。“有很多不
知名的虫子毒性很强。”他
说，“被蚊虫叮咬后，如果
不及时医治，有可能导致
感染。一旦发现有蚊虫落
在身上，尽量用手拂走或
是吹走、扇走，切记不要用
手去拍、去按压。”（摘编自

《长江日报》）

酒精依赖患者
自行戒酒有风险

酒精依赖是一种反复
发作的脑部疾病，严重的
病人在家里戒酒是非常困
难的。这类患者在生理和
心理上都对酒精产生了依
赖，不喝就会出现戒断症
状，如焦虑、做事容易冲动
等。一些酒龄长、酒量大、
年龄偏大，尤其伴有躯体
性疾病的人群，如果突然
戒酒，轻的话会出汗、手
抖、恶心、心慌，严重的话
会产生震颤谵妄，比如意
识模糊、胡言乱语甚至大
小便失禁，有生命危险。
轻度酒精依赖患者，可以
在家或医生指导下逐步减
量，需提醒的是酒精替代
药物和酒精不能同时服
用。严重的酒精依赖患
者，尤其酒量偏大、酒龄
长、伴有躯体情况不太好
的，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
指导下科学戒酒。（杭州第
七人民医院精神科病区主
任 盘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