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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科专帮血管排
“雷”
就像人脸上会长斑和痣
一 样 ，人 的 血 管 里 也 可 能 长
“斑”生“锈”——形成血栓，发
生狭窄、扩张、曲张，存在严重
的健康隐患。幸运的是，血管
外科专业为血管排查隐藏
“雷”
，
只要及时发现和干预，
就
可减少发病。

尿病、高血脂、肥胖、缺乏运动
有关。当老人出现腿痛、走不
动，除了做骨科、风湿病排查
外，建议去血管外科排查是否
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引起。而
且，如查出有某方面动脉硬化
疾病，建议老年人做全身动脉
血管筛查。

指征，可遵医嘱选择合适的术
式。比如轻症患者，
可注射泡沫
硬化剂，
在门诊接受治疗即可，
无需住院；
对于中、
重度静脉曲
张，
可采用射频或消融的微创治
疗方式，
这种术式只需局麻，
创
伤小，
术后即可下床行走。

65 岁后每年进行血管筛查

在血管外科，医生还负责
治疗极凶险的腹主动脉瘤。很
多腹主动脉瘤是在体检或其他
检查时发现的，
如果直径小于4
厘米，
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彩超检
查；
直径4—5厘米的，
建议每半
左腿肿胀，
小心下肢深静脉血栓 年至一年做一次彩超或血管造
腿脚痛走不动，
排查动脉
“雷” “蚯蚓腿”
当心发展成
“老烂腿”
如果瘤体直径超过5厘
早晨起床后减轻、下午加 影检查；
米，
或增长速度过快，
或有症状，
下肢静脉曲张（俗称“蚯 重的肢体水肿，或是各种突发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在
则需尽早治疗。目前，
腹主动脉
老年人中十分常见。该病早期 蚓腿”
）是常见的下肢血管疾 的肢体肿胀，
要小心静脉血栓，
支架腔内隔绝术是常规手术。
长期不干预，
有可能演变成 需要及时就诊。深静脉血栓形
可表现为双脚发麻、发冷、疼 病，
吸烟、
衰老、
肥胖、
高血压、
痛；
中期出现间歇性跛行、
静息 “老烂腿”。其高发人群有教 成大多发生在下肢。临床表现
高血脂、
家族史等都是腹主动脉
痛，走不动路；发展到后期，严 师、外科医师、厨师、空姐等需 常常为单侧（左侧多见）下肢的
重者脚溃烂、发黑甚至可能面 长时间站立的人群。
肿胀、
疼痛等。久坐久站、
长期 瘤的高发人群。由于该病进展
发病隐匿，
多数患者前期无
早期可穿戴弹力袜，改变 卧床、肿瘤、创伤等，都是高危 慢，
临截肢。由于早期症状不典
明显症状，
建议65岁以上的人，
减少久坐久站，
加强 因素。静脉血栓（尤其是深静
型，
常被误认为是缺钙或腰椎、 生活方式，
每年定期进行血管
以延缓疾病的进展；
或在 脉血栓）的危害包括肺栓塞、
关节出问题，
或以为是风湿、
痛 锻炼，
血 特别是男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生的指导下，口服药物改善 栓后遗症、
风导致，
以致延误治疗。
股青肿等，
甚至可能 筛查。
该病与吸烟、高血压、糖 下肢静脉的回流。如果有手术 会危及生命，
建议大家要重视。 医院血管外科负责人 黄任平）

40 岁后
每年查肺功能
慢阻肺最重要的症状
有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难，
特别是呼吸困难，也就是平
常大家所说的气促、
气急。
一些患者以为活动后
气促、呼吸困难，是年纪大
了自然退化导致，其实这说
明他们对慢阻肺不够了
解。很多慢阻肺患者早期
没有明显症状，或只有轻度
的气促；而一旦发展到有症
状，气急明显时，肺功能就
较差了，这时可逆的空间就
很小。临床上，很多患者等
到出现了明显的走路呼吸
困难甚至洗澡呼吸困难才
就医，
往往就晚了。
早发现、早诊断，早期
给予药物干预，是改善慢阻
肺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手
段，可以保护肺功能不继续
下降。如何才能早发现
呢？诊断慢阻肺的金标准
是肺功能检查，现在很多基
层的医疗机构都可以做。
建议 40 岁以上的人群，特
别是长期抽烟的人群，或者
长期接触一些烟雾、生物燃
料等的高危人群，
每年都要
做肺功能检查。此外，戒烟
是预防慢阻肺最有效、最经
济的手段。
（中国工程院院
士 钟南山）

慢性病患者选感冒药须避开
“雷区”
感冒是冬季常见病，对于
有高血压、胃溃疡等慢性病的
人群来说，感冒药可不能随便
吃，
选择要慎重。
感冒药大多是复方制剂，
由解热镇痛药、
缩血管药、
镇咳
祛痰药、
抗组胺药、
抗病毒药等
组成，每种成分都有相应的注
意事项，建议根据症状选药。
鼻塞、流涕者可用缩血管药盐
酸伪麻黄碱；
发烧、
头痛者可用
解热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扑
热息痛）、布洛芬；打喷嚏者可
选有抗过敏成分的扑尔敏、苯
海拉明等；咳嗽者可选镇咳药

右美沙芬等。其中，
伪麻黄碱与 药，
以免引起眼压增高，
加重排
扑尔敏的复方组合是经典组合， 尿困难；痰多的患者要慎用镇
对于早期仅有鼻部流涕症状的 咳药，以免抑制咳痰。不过，
感冒患者，
治疗4天可显著改善。 “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
不过，
对慢性病人来说，
一 医生认为有必要，应在密切观
些感冒药成分可能是“雷区”。 察症状的同时服用。
例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
提醒：
感冒后自己吃药，
尤
碱，
以免血管收缩，
使血压持续 其是两种感冒药一起用，可能
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 导致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药
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 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潜伏期较
药，
尤其不要大量使用，
以免诱 长，
伴皮疹、
血液系统异常和内
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 脏损害。常见致敏药物包括抗
全者也应注意扑热息痛等的用 癫痫药物、抗生素、解热镇痛
量；
青光眼、
前列腺肥大者慎用 药、别嘌醇等。
（北京安贞医院
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 药事部副主任药师 石秀锦）

心理变异可以自己克服
受寒冷气温影响，老年人
的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异，出现
麻木、飞扬跋扈、幼稚等异常
表现。可能导致他们在待人处
事时采取过激行为，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其实，通过合理的
方法，
心理变异是可以克服的。
学会自我宽慰 衰老是人
生的必由之路，老年人在体力
和智力方面不能与青年人相
比，在思想认识上也可能不合
时代潮流，这是客观现实。老
年人要学会自我宽慰，切莫因
衰老而产生自卑、自弃情绪。

同时，
还应尽量保持心境平和，
不勉强自己做力不从心的事，
遇事三思而后行，切莫心急烦
躁跟自己较劲和过意不去。
寻找精神寄托 退休后，
许多老年人会有空虚无聊、孤
独落寞之感，这很容易使他们
产生心理变异。要消除负面情
绪，最好的办法是结合自身实
际选择一两项感兴趣的活动作
为精神寄托，
以充实生活内容，
诸如读书、
园艺、
绘画、
音乐、
书
法、旅游及参加某些社会公益
性活动等；还可以抽些时间走

出家门多结交朋友，使自己生
活在群体、
朋友的友爱之中。
学习心理保健知识 老年
人应正视心理变异，抽时间学
习自我心理保健的常识，弄清
楚发生心理变异的生理原因及
其主要表现，一旦发现自己有
心理变异的苗头，要进行自我
克制和纠正。若发现自己长时
间情绪低落，
无法排解，
要及时
到正规医院心理科寻求心理专
家 的 帮 助 ，早 日 恢 复 健 康 心
理。
（湖北省武汉市精神卫生中
心心理学教授 刘小林）

双眼浮肿多是病兆
眼皮肿的原因很多，
单侧肿多半与局部因素有
关。例如眼睛的结膜炎、
麦粒肿、局部接触性过敏
等，但多会伴有疼痛，或发
痒发红、分泌物增多等炎
症表现。
如果是突发的双侧眼
皮浮肿，老年人首先会想
到是没睡好。当然，睡前
喝水太多或饮食的盐分过
高也可以引起，但一般都
是 一 过 性 的 ，隔 天 就 会
好。如果是持续性的浮
肿，就要引起重视了，需要
排除一些重要的全身性疾
病因素。肾炎、肾功能不
良是老年人眼皮肿的一个
重要原因。其次，双眼肿
也可见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再次，双眼肿也可以
是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比
如是心功能不全的征兆。
（摘编自《新晚报》
）

胃食管反流
秋冬高发
浙江杭州的赵女士患
胃 食 管 反 流 病 ，胃 部 冒
“酸”十多年，服抑酸药造
成肾功能受损，甚至连睡
觉都只能坐着，才感到舒
服。前段时间，她在浙江
省人民医院做了抗反流手
术，
彻底解决了问题。
秋冬季节胃食管反流
病高发，肥胖人士、常吃夜
宵的人、经常酗酒的人应
警惕。此外，老年人也是
患胃食管反流病及食管裂
孔疝的高危群体。
防治胃食管反流病，
建议建立良好的生活习
惯，减少脂肪、酒精、含咖
啡 因 的 饮 料 、巧 克 力 、辛
辣食物等的摄入。同时，
避免长时间做增加腹压
的动作和姿势，如穿紧身
衣 、束 紧 腰 带 等 ，睡 觉 时
可适当将床头升高或用
较高的枕头。提醒：不管
是胃食管反流患者，还是
健康人群，都不建议在吃
饭后立即躺下。胃的排
空时间一般是 2—3 小时，
建议睡前 3 小时内尽量不
要吃东西，胃食管反流患
者更是如此。
（浙 江 省 人
民医院胃食道反流病中
心主任 王知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