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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
容易得冠心病

冠心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目前发现，冠心病的主要危
险因素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
病、肥胖和超重、吸烟、不良的饮食习
惯、性别、心理社会因素和遗传因素等。

这些危险因素越多的人群就越容
易得冠心病，特别是在疫情居家期间，
我们更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特
别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三高”，同时
做到“管住嘴、迈开腿”。

哪些胸痛患者
要及时就医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胸
痛，而胸痛也是冠心病发作最主要的
症状表现，在居家期间如果突然发作
的胸痛呈压迫性、紧缩性、烧灼感、刀
割样或沉重感；疼痛可放射至颈部、下
颌、肩部、背部、左臂或双上臂；同时合
并“烧心”或胸部不适伴恶心和（或）呕
吐；或伴有持续气短、呼吸困难、无力、
眩晕、头晕、意识丧失、大汗或出现无
法解释的上腹痛或腹胀等情况时，往
往提示急性心肌梗死或者不稳定心绞
痛的发生，这时应该及时告知身边的
人，同时呼叫120送往附近医院就诊。

心绞痛时
一定含服硝酸甘油吗

硝酸甘油最主要的作用是可以扩
张血管、缓解心绞痛症状。但是，它也
有一些不良反应，其中包括头痛、面部
潮红、心率反射性加快及低血压。因
此，并不是所有的心绞痛患者都适合
含服硝酸甘油。

如果患者正在使用西地那非，那
么 24 小时内不可应用硝酸甘油等硝
酸酯类药物，以免引起低血压，甚至危
及生命。

有严重主动脉瓣狭窄或肥厚型梗
阻性心肌病的患者也不宜使用硝酸甘
油，因为它会进一步加重左室流出道
梗阻，减少心搏出量，有发生晕厥的风
险。同时，对于起病时血压低的患者
也不应使用硝酸甘油。如果患者合并
有上述情况时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
使用这类急救药物。

疫情期间治疗方案
是否要调整

冠心病是慢性疾病，需要坚持长
期药物治疗，如果服药期间患者病情
稳定、无特殊不适，通常不需要调整药
物，只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建议规律服
药即可。

如果患者在服药期间出现血压和
心率波动较大，血糖控制不佳，或者出
现肌肉酸痛以及明显的出血等情况时
需要及时就医，根据医生建议调整冠
心病用药。

阿司匹林
空腹吃还是餐后吃

冠心病属于动脉粥样硬化血栓栓
塞性疾病，随着年龄增加会不断进展。
血栓形成是造成急性心肌梗死事件的
最后关键环节，它的发生具有不可预测
性，因此，冠心病患者应该坚持长期口
服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药物治疗。

目前，临床常用的阿司匹林为肠
溶或肠溶缓释剂型，它外层有耐酸包
衣，在胃内酸性环境不被溶解，只有到
达小肠碱性环境中才会缓慢释放、被

吸收，这样就减少胃肠道的不良反
应，因此应该空腹时服用，这样可以
缩短它在胃内的停留时间，快速到达
小肠。但如果是阿司匹林平片（非肠
溶），建议饭后服用。

抗血小板药物
要用几种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对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心肌梗死或不稳定性心
绞痛）、接受冠脉介入治疗（支架植入
或球囊扩张）或冠状动脉搭桥术的冠
心病患者应同时口服双联抗血小板治
疗（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替格瑞
洛），这样可以显著减少缺血事件，如
心血管病死亡、心肌梗死、缺血性卒
中、支架内血栓等。

目前对这些缺血风险高而出血风
险低的冠心病患者，建议双联抗血小
板的服用时间至少持续一年，中途不
可随意停药，如果发生出血或确实因
某种原因需要停药，应该在医生指导
下进行药物调整。

他汀类药物
对肝功能的影响大吗

他汀类药物是临床最重要、且最
常用的调脂药物，也是防治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血管病的常用处方药物。

研究表明，长期使用他汀类药物
可明显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病死
率，减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甚
至使斑块消退。因此，对心血管疾病
患者，他汀类药物的好处显而易见。

然而，他汀类药物对肝功能的影
响也是客观存在的。研究显示，所有
他汀类药物都存在引发肝酶增高的可
能性，但是绝大多数转氨酶升高都在

正常值上限的 3 倍以内，通常无需停
药，仅1%-2%的患者会出现肝酶水平
升高超过正常上限的 3 倍，并且单一
的轻中度肝酶升高（即不伴胆红素的
升高）并不反映药物真实的“毒性”。

因此，长期他汀类药物治疗的风
险-收益比值（风险小、获益大）支持
他汀类药物在冠心病患者中的使用，
大家千万不能“因噎废食”。

中成药能替代
西药治疗吗

在冠心病的药物治疗方面，传统
医药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不
过，中成药虽可用于治疗冠心病，但有
些还需大样本、随机对照的长期循证
医学研究来证实。因此，对已经明确
诊断为冠心病尤其是植入支架或药物
球囊的患者应该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
严格规范使用已被反复证实有效的西
药进行治疗，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中
成药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方法。

常见的冠心病中成药有：通心络、
冠心疏通胶囊、麝香保心丸、复方丹参
滴丸、速效救心丸等。

面对疫情，不必恐慌，过度的紧张
和焦虑反而会诱发冠心病患者发生心
肌缺血和心律失常等情况。在这段特
殊的时期，冠心病患者要保持乐观的
生活态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掌握
基本的医学常识，就一定可以做好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黄清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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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腊月，家家户户基本少不
了各种腌制腊味，如腊肉、腊肠、腊
鸭、腊鸡等。那么，美味的腊味是否
真的会致癌？哪些人不适合吃腊
味？腊味怎么吃才健康呢？下面为
大家详细解答。

◎◎腊味是否会致癌
目前多项研究发现，过量食用

腌制食品可导致患结直肠癌、胃癌、
食管癌等疾病的风险升高。肉本身
并不会致癌，之所以会影响健康，是
因为腊鱼、腊肉等制作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在特
定的条件下会与肉中的氨基酸或人
体胃肠道中的蛋白质消化产物生成
亚硝基化学物，从而危害健康。

◎◎这三类人要少吃腊味
第一，高血压患者。腊味本身

含有大量的盐分，过吃、常吃腊味会
导致摄入的盐分超标，导致血压不
稳定，从而对身体健康带来不良的

影响。第二，肾脏疾病患者。腊味
含有大量的盐分，吃了会增加肾脏
的负担，加重病情，甚至会导致身体
水肿。第三，心血管疾病患者。大
部分腊肉含脂肪多，吃了会增加血
管的负担，会使得血液变得黏稠，增
加突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腊味怎么吃才健康
首先是尽量减少亚硝酸盐和亚

硝胺的摄入。自己在家腌制，可以
选择新鲜瘦肉，需要放在阴凉干燥
的环境下保存以减少细菌滋生；购
买市面上销售的成品腊鱼、腊肉，一
定要选择有生产资质的厂家。烹饪
前可将腊鱼、腊肉在水里浸泡，减少
亚硝酸盐。在烹饪时，尽量避免煎
炸，可选择炒、蒸等。吃完腊鱼、腊
肉以后，适当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研究发现茶多酚对于清除
亚硝酸盐有一定作用，因此吃完腊
肉后可以适当喝茶。 黄穗平

腊月吃腊味 这么吃才对

一些人“阳康”后出现食欲欠
佳、脘腹胀满、恶心欲呕、排便不畅
等情况，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
敏提醒，这类人可以分三类调理。

气虚气滞：康复期内人群多有
气虚，若合并食欲欠佳、脘腹胀满等
气滞表现，可取太子参30克、槟榔3
克、陈皮1瓣、蜜枣1个、瘦肉150克
（焯水）一同入锅，慢火煮45分钟。

气虚痰湿：若有疲倦乏力、脘腹

胀满、咽喉痰黏、大便黏滞等不适，
多是气虚痰湿，可取陈皮1瓣（10年
以上为佳）、白萝卜 1 个（切块爆
炒）、萝卜干20克、老生姜5片入锅，
煮沸后慢火煮40分钟。

气阴两虚：若康复期内消化不
良、咳嗽咯痰，多属气阴两虚，可取
西洋参15克、鲜山药150克、陈皮1
瓣、鹧鸪1只放入炖盅，加开水隔水
炖1.5小时。 岳清秀

“阳康”后胃口差 这样调整效果佳

选择“洋葱式”穿衣法，内层穿
棉质衣服，中层穿毛衣或者马甲保
暖，外层搭件防水防风的外套，像洋
葱样一层一层的，根据气温变化随
时增减；每天早起搓5分钟后腰，可

以一定程度预防和缓解受寒引起的
腰疼；如果是平时长期久坐，或者
长期弯腰导致的腰疼，那么向后踢
的动作能够有一定缓解的作用。

肖京

天冷腰痛这样缓解

健康提醒健康提醒健康科普健康科普

研究发现，种花、种菜能养生防病，
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
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
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

“形式多样”，锻炼更全面
种花、种菜不是播种就收获那么简

单，它还需要整地，经常打扫、锄草、浇
水等，锻炼形式多样，量也不小，可以使
人的全身肌肉都得到活动，并训练平衡
能力。长期坚持这项活动，可以多在户
外呼吸新鲜空气，沐浴阳光，促进身体
健康。

“硕果累累”，心态更积极
园艺活动是一项能让人获得成就

感、满足感，且让人静心并调动创造力
的活动。从事园艺的老人对自己的评
价和对生活的满足感明显高于其他
人。想尽办法照护这些花花草草，可以
让老人们相信自己是能干的，进一步增

强对生活的信心，这种心态有助于驱除
老人们的抑郁和孤独情绪，会比锻炼本
身更有意义。养花种菜是一个技术活，
可以成为老人们经常交流、讨论的话
题，有助于开拓老人们的社交圈。

“青绿之色”，让精神舒适
绿叶能吸收强光中对眼睛有害的

紫外线，反射47%的自然界光线。视力
不好的老年人多看看青绿之色，有助
于消除神经紧张和视力疲劳，使皮肤
温度降低 1～2 摄氏度，呼吸变得平缓
而均匀，血压稳定，心脏负担减轻，这
对于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的人群以及
积劳日久、身体机能退化的老年人大
有裨益。大部分花香里含有萜烯和酯
类等成分，可调节神经，利于身心健
康。比如，紫罗兰和玫瑰的香味使人爽
朗愉快；茉莉花香提神醒脑；丁香花香
使人安神沉静。 虞晔

养花种菜比锻炼还防病

最近，关于新冠感染后进展为
“肺炎”“病毒性肺炎”“大白肺”的话
题频登热搜，引发关注和热议。这
三种症状到底有何区别？怎么判断
自己可能发生了肺部感染？

肺炎
湖北省中医院肺病二科专科副

主任柯佳介绍，肺炎主要是指由细
菌、病毒和其他病原体引起的肺部
感染，也可以由免疫损伤、过敏及药
物所致，其中以细菌和病毒最为常
见。肺炎的严重程度从轻度到危及
生命不等。

病毒性肺炎
病毒性肺炎主要由病毒感染引

起的肺部炎症，常见的病原体有呼
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流感病毒、
副流感病毒、冠状病毒等。

病毒性肺炎的患者症状差别大，
大部分患者表现为轻症，主要有发
热、寒战、头痛、肌肉酸痛、乏力、咳嗽
咳痰、咽喉痛，部分患者仅表现为胃

肠道反应。小儿或老年人、免疫力低
下者（早产儿、艾滋病毒携带者、治疗
者、器官移植者）易发展成为重症肺
炎，临床表现为呼吸频率加快、嗜睡、
精神萎靡、食欲欠佳。

白肺
大家现在说的“白肺”其实是肺

炎在影像学上的一个口语化描述。
人体的肺正常在CT下的表现大部
分是黑色的，“白肺”一般是指重症
肺炎患者在X光或CT检查下的表
现，肺部显影呈一大片的白色状而
得名。当面积达到 70%～80%的时
候，才在临床上口语化地称为“白
肺”。“白肺”的临床表现为胸闷喘
气、呼吸不畅、咳嗽咳痰等。患者血
氧饱和度比较低，会导致严重缺氧
的结果。

目前收治的大部分感染新冠的
患者，“白肺”的占比相对较低，主要
是感染新冠、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
患者。 光明

肺炎、病毒性肺炎、白肺有什么区别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老
年髋部骨折诊疗与管理指南（2022
年版）》。《指南》指出，对急诊老年髋
部骨折患者应尽早评估、尽快收住
院，在医疗机构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推荐设立老年髋部骨折急诊绿色通
道，建立标准化评估流程，推荐首选
手术治疗。

《指南》明确，要将多学科合作
共同管理的理念贯穿在老年髋部骨
折患者诊疗和管理的全过程，以及
出院后康复各个阶段，具体包括急
诊处理、术前准备、手术治疗、围手
术期相关问题的治疗与处理、康复

锻炼、预防再骨折。
《指南》指出，老年髋部骨折手

术属于限期手术，应尽快实施，推荐
在完善术前准备的前提下力争入院
48小时内完成。手术前不推荐常规
使用牵引治疗，根据患者情况及麻
醉医师经验综合判断选择椎管内麻
醉或全身麻醉。对稳定型股骨颈骨
折，首选内固定术；对不稳定型股骨
颈骨折，首选关节置换术；对股骨转
子部骨折，首选复位内固定术。术
后康复应由骨科医师、内科或老年
科医师、康复科医师等组成的多学
科团队共同参与。 姚常房

老年髋部骨折治疗：别牵引 快手术

寒冬季节，冷空气对面部神经刺激
较为严重，眼睑跳动、“挤眉弄眼”的患
者也多了起来，大部分患者被确诊为面
肌痉挛。

面肌痉挛是自主意识控制不了的
一侧面部或双侧面部跳动。发生时会
从患者的下眼睑或眼角开始，逐渐向整
个面部辐射，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引起颈
阔肌抽搐。血管压迫到面神经根部是
导致面肌痉挛的根本原因。此外，肿瘤
压迫、蛛网膜粘连等也是致病因素。

疲劳、熬夜、长期失眠、精神压力过
大、使用电子产品时间过长、饮酒等也
可能诱发面肌痉挛。刘如恩提醒，很多
面肌痉挛患者在饮酒时会感到痉挛减
轻，其实这只是暂时性的，可以把饮酒
视作一种暂时性麻醉，饮酒过后，痉挛
会相较以往更重。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将普通眼皮

跳、面肌痉挛、眉睫综合征相混淆。其
实，这三种状况很容易判断。

普通的眼皮跳通常与精神压力大、
紧张、疲劳、失眠有关，这种跳动通常表
现为一侧上眼皮跳动，这种跳动不会经
常发生；如果表现为下眼皮或眼角的跳
动，且经常出现，这种跳动自主意志无
法控制的时候就应该警惕是否为面肌
痉挛。此外，如果经常出现双侧上眼皮
跳，同时伴随眼干、畏光、面部抽搐等症
状，则可能为眉睫综合征。

预防面肌痉挛，冬季要做好保暖、
保湿，避免骤冷骤热，尽量用温水洗
脸。此外，由于面肌痉挛是血管压迫神
经导致的，血管老化越严重，越容易引
发面肌痉挛，尤其是老年人应尽量控制
好血压、血脂、血管硬化等情况的稳定，
日常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多吃新鲜蔬
菜，锻炼身体。 张兆慧

总是“挤眉弄眼” 当心面肌痉挛

厘清居家自我管理八大关键问题

冠心病患者
这样安度冬春

当前，我国的冠心病患者大约有1100多万，
在新冠流行期间，为了减少聚集以及交叉感染的
机会，许多冠心病患者减少了定期外出就诊的次
数，而目前又正值心血管急症高发的冬季，因此，
冠心病患者学会居家自我管理非常重要。在此
就关心较多、且十分重要的几个问题予以解答，
以便在特殊时期提高大众对冠心病的认识和自
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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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人们都可以进补，冬季是
进补的最佳季节。冬季人们的胃口会很
好，因此适合进补和调养身体。冬季适
量食用蜂产品，对身体的保健非常有益。

冬季气候干燥，晚上喝点蜂蜜水，既
是补水的好方法，又能养生。冬季还是感
冒的多发季节，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冬季
易感冒，而蜂胶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所以
冬季吃蜂胶增强免疫力，让您远离感冒少
生病。

为了让读者朋友们吃上实惠的好

的蜂胶，老年生活报
康康商城采购了一批
美 林 康 牌 蜂 胶 软 胶
囊 ，特 价 团 购 3 瓶 只
需 99 元，由于数量有
限，望广大读者朋友
抓紧时间报名申购，
售完为止，谢谢您的
合作和理解!不能到店的读者可免费邮
寄货到付款！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鲁食健广审(文)第240604-02251号

冬季进补吃蜂胶 提高免疫身体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