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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落的心脏瓣膜堵住了脑血管
专家提醒，脑梗塞死亡率极高，能否抓住抢救的黄金时间至关重要

□记者 秦聪聪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39岁的
张女士平时在省城经营着一家小
饭店，看着她整日忙进忙出的样
子，谁能想象到，就在不久前，她因
为突发脑梗塞，好在及时就医，医
生将血栓取出，才没有留下后遗
症。对此，解放军第456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李振提醒，脑梗塞患者的急
救机会稍纵即逝，黄金期往往就是
发病的几个小时，否则将造成无法
挽回的后果。

39岁女子突发脑梗

“好险，差一点就没命了！”回
忆起今年年初发病的时候，张女士

仍然心有余悸。
那天下午两点左右，在张女士

饭店里就餐的客人陆续离开，她帮
着服务员收拾了一下桌椅，想回到
收银台前坐下来。不知怎地，感觉
眼前一黑，随即瘫坐在椅子上。她
想大声呼喊，结果只能发出“咿咿
呀呀”的声音，而且左胳膊左腿像
僵住了一样，动弹不得。

好在服务员发现了张女士的
异常，及时拨打了120。随后，张女
士被急救车送到解放军第456医院。
CT排除脑出血，初步确诊脑梗塞。
医院立刻为其开通绿色通道，没开
单子、没办手续，就把张女士接收
进病房。

该院神经内科主任李振迅速
做出判断：虽然距离张女士发病只
有一个小时时间，但传统的药物溶
栓根本没有效果。经过与家属沟
通，李振为其做了微创机械取栓手
术。李振介绍，微创机械取栓技术
是一种介入治疗手段，就像心梗介
入手术一样，通过患者的大腿把一
个很细的管子引导到堵塞的血管
里，用一个小小的球囊撑开被堵住
的脑血管，随后置入支架，把血栓
捕获出来，恢复血流通畅。整个手
术过程不需开颅即可完成。

取出血栓后，李振发现，这个
异物就像一块硬塑料，而病理解剖
发现，它其实是一块心脏瓣膜。术
后进一步检查，原来张女士患有风
湿性心脏瓣膜病，只是她一直都不
知道。“溶栓不成功的原因也找到
了，像这样的物体，靠药物根本起
不到溶栓的作用。”李振说。

由于抢救及时，脑梗塞在张女
士身上没有留下后遗症，所以她现
在能够像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

脑梗急救要抓黄金时间

李振告诉记者，脑血流每中断

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神经元死
亡；中断5分钟以上，就会造成不可
逆的神经功能损伤，抢救稍不及时
可能就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并
发症，如肌力减退、偏瘫、失语等，
甚至危及生命。

李振说脑梗塞发生的12小时
内为急性发作期，越早干预治疗，
恢复效果越好。对于脑梗的治疗，
原则上就是改善脑循环。传统的药
物溶栓，适应于脑梗塞发生后4-5
小时内的患者，不过药物溶栓伴有
8%的出血率，也就说，有8%的可能
会转化为脑出血。而微创机械取栓
技术则可以大大增加患者抢救成
功率，即使发病超过6-8小时的病
人也能够得到有效处理，对于死亡
风险高的病人，治疗时间可扩展至
病发后72小时。

李振坦言，目前很多人发病后
没得到及时治疗，主要还是因为认
识不足，在出现言语不清、一个肢
体活动障碍、眼前发黑等症状后，
有些患者抱着侥幸心理，有些患者
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告诉儿女，
而不是打给120，这种情况下也容
易耽误救治时间，而血流如果不能
及时恢复，就会留下不可挽回的并
发症。

李振提醒，发生脑梗塞，会出
现一些小症状，如突然一侧身体麻
木或无力、突然说话困难或理解障
碍、突然一只眼睛甚至双眼视物不
清或有复视、突然行走困难或失去
平衡、突然眩晕或剧烈头痛，一旦
出现上述症状，还请大家不要犹
豫，赶紧到附近医院进行检查和治
疗。

◎健康资讯

烦躁易怒面红出汗是更年期正常现象
生活日报大医生热线96709120欢迎您咨询健康问题

□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热心读
者陈女士打电话咨询生活日报大医
生，“我今年48岁了，最近月经已经6
个月没来了，还出现烦躁、容易生
气，好出汗的情况，这是不是就是更
年期的症状呀？”

“是的，一般女性在45-55岁便
进入更年期，在这个女性的特殊时
期，大约有10%-20%的女性，的确
会出现一些症状。”生活日报大医生
专家表示，这些症状包括面部潮红
发热，自下部开始向上蔓延到整个

面部，潮红程度不一，有的限于面、
颈部发红，但也可能很频繁而严重。

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出现植物
神经失调，肢体麻木，特别在夜间肢
端感觉异常、痉挛，下肢沉重，两腿
好像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小腹部疼
痛，心慌、心前区痛，头痛、头晕，失
眠及晕厥；常有急躁、情绪不稳定，
好发脾气，有时多疑与抑郁，腰酸软
疼痛等症状。

“到了更年期，出现一些不舒适
的感觉，这是必然的生理过程，不必
担心。”专家安慰陈女士，这些不舒适
的症状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

要做好思想准备，家人要给予更多的
关爱和支持，而作为更年期的女性，
应当以平静而坚定的心态进入老年
工作和生活，必要时可及时就医或者
给予一些适当的药物治疗。

生活日报大医生热线电话，每
周从周一至周五天天开通，每天都
有多位持证医师守候在96709120热
线旁边，等待着解答您的健康问题。
专家咨询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至11:30，下午2:00至4:30，为广
大读者提供免费健康咨询、保健养
生知识以及各类生活便民惠民信
息。

过度关注脸是病

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总感觉自己的
体型比实际的要胖，从而极端厌食，导
致体重过轻。日本一项新研究发现，这
些患者不仅常常通过照片和镜子等关
注自己的面孔，还会过度关注他人的
面孔。这种脑部活动可能是导致神经
性厌食症的一个原因。

日本独协医科大学等机构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上
报告说，他们注意到很多神经性厌食
症患者存在认知异常，总觉得自己要
比实际情况肥胖。研究小组认为，正常
人更关注自己的面部，而神经性厌食
症患者有可能无法准确区分自己和他
人，所以对于他人的面孔也过度关注。
这一发现或有助于对神经性厌食症进
行诊断。 新华

保鲜膜还能用吗？

保鲜膜真的会引起不孕不育或癌
症吗？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加热会让塑
料盒、塑料瓶、塑料薄膜释出化学物
质，渗入食物和饮料，容易引起癌症，
影响生育能力和胎儿发育。这主要源
于塑料制品中一种常见成分——— 双酚
Ａ（BPA），它在人体中会起到类似雌
激素的作用，关联乳腺癌、前列腺癌和
女性性早熟。那么，塑料制品如何使用
才安全？英国《每日邮报》２２日刊载文
章，综合专家意见：第一，不要重复使
用装矿泉水、饮料的塑料瓶。第二，别
用塑料饭盒。第三，别把塑料餐具放进
洗碗机。第四，慎用保鲜膜，可以入冰
箱，但不要进微波炉。第五，一次性用
品尽量选用非塑料制品，比如木质餐
具、纸质吸管等。第六，购买易拉罐装
饮料。 新华

世上真有“聪明药”？

这世界上真的有聪明药吗？《欧洲
神经心理药物学》杂志刊载的一篇系
统分析报告说，莫达非尼确实是一种
能够增强认知的“聪明药”。这种药物
通常用于治疗嗜睡症等睡眠紊乱疾
病，属于处方药。研究人员回顾了１９９０
年至２０１４年间２４项有关莫达非尼用于
非失眠健康人群的研究，发现这种药
物有助集中注意力、改善学习能力、提
高“液体智力”即解决问题和创造性思
维能力。报告还说，莫达非尼不像咖啡
因那样会致瘾，可以安全地广泛使用。
不过，长期服用这种药物的副作用、特
别是药物对青少年大脑的副作用还有
待论证。 新华

李振，解放军第456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导
师，国内著名神经介入大家刘
建民教授的第一个博士后。

门诊时间：周一上午

解放军第456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李振。记者 秦聪聪 摄

吃海鲜解馋 孩子的哮喘又犯了
专家提醒，治疗哮喘不能心急，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记者 王丽

生活日报8月23日讯 7岁的军
军（化名）去年被查出患了哮喘，前
几天，明知道食用海鲜易引发哮
喘，军军的家长还是抱着侥幸心
理，带孩子解了一次馋。结果呢，军
军哮喘又犯了。专家提醒，治疗哮
喘不能心急，也不能存在侥幸心
理，更不可乱来。

日前，济南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
医师王峻组织给60多个哮喘儿童的
家长们做了一场专题讲座，目的就是
引导家长科学预防、科学护理。

哮喘的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
胸闷、咳嗽等症状，常在夜间或清
晨发作、加剧。儿童时期主要是呼
吸道病毒（尤其以婴幼儿多见）是
导致哮喘发作重要原因，冬春季节
的哮喘发作常常发生在病毒性感
冒后；过敏原种类繁多，如花粉、灰
尘、尘螨、杀虫剂以及其物理及化
学性刺激均可诱发哮喘；食入性过
敏原如牛奶、鱼、肉、虾、蟹、蛋等异
性蛋白，以及某些药物如乙酰水杨
酸、青霉素、磺胺药等，也是重要的
过敏原。

那么，孩子得了哮喘怎么办？

王峻表示，作为家长，首先不能讳
疾忌医，一定到正规医院就诊。日
常生活中，他也提醒家长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

1．注意过敏原吸入，引起哮喘
患儿哮喘的常见过敏原为螨、室内
尘土、棉絮、霉菌、烟和花粉等。因
此，应给孩子勤洗勤晒被罩褥单以
杀灭螨虫，并注意通风防潮；提倡
无烟环境，减少被动吸烟；室内不
养花鸟；发病高峰适当减少户外活
动等。

2、留意气候变化，了解气候特
点，及时添减衣服，必要时出门佩

戴口罩等防护用品。
3、避免感染因素，春季呼吸道

感染明显增多，病原多为病毒、细
菌、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作为过敏
原被人吸入后可直接诱发哮喘。此
外，加强营养，多饮开水，增强机体
抵抗力，并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场
合，避免交互感染，尤其是注意幼
儿园、学校流行。

4、坚持科学治疗，哮喘患者必
须正确用药、自我监测、定期复诊。
平时家中常备一些平喘及急救药
物，哮喘病人即使病情稳定也要遵
医嘱并定期复诊。

脑梗塞，又名缺血性脑卒中，是
指由于脑部血液供应障碍、缺血、缺
氧引起的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
死或脑软化。因高血压、高血糖、高
血脂，或者心脏病、肥胖、运动减少
等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血管内膜损
伤，最终形成血栓，随血液循环到身
体各处。而循环系统的栓塞是无法
排出体外的，血栓堵塞细小的脑血
管，引起脑卒中。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全世界每6个人中就有1人可能
罹患脑梗塞，每6秒钟就有1人死于
脑梗塞，每6秒钟就有1人因脑梗塞
而永久致残。

近年来，脑梗塞发病率正在以
近9%的速度递增，并呈现出“高发
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
率、高经济负担”五大特点，成为居
于第一位的死亡原因。而与此同时，
李振告诉记者，在他刚刚从医时，接
诊的脑梗塞患者多是60岁以上的老

年人，而如今，不乏有40岁、30岁左
右的年轻人，表明脑梗塞年轻化的
趋势非常明显。

“年轻人脑梗塞的死亡率要高
于老年人。”李振不无遗憾地说，人
的脑空间是有限的，而老年人多会
有脑萎缩现象，发生脑梗后，脑组织
坏死、肿胀还会有一定的空间，而年
轻人一旦脑梗塞，肿胀出来的脑组
织没有空间，只能往下压，容易形成
脑疝，极易造成死亡。

分析脑梗塞年轻化的原因，李
振指出，这与现代人不良的生活方
式有关。“肥胖、吸烟、不运动，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疾病的发
生。”李振说，肥胖者易患心脏病和
糖尿病，两者促使脑梗的危险性增
加，吸烟易导致斑块在动脉内堆
积，限制血液流向大脑，造成缺血
性中风。

记者 秦聪聪

脑梗发病越来越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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