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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读者需要的健康服务

“心碎”伤害如同心脏病

三种分子有助判断糖尿病风险

澳大利亚与美国科研人员的一

项新研究发现，“C22：1辅酶A”“乙

酰肉碱”和“C16神经酰胺”这三种

与代谢有关的分子可以用来检测实

验鼠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从而

判断其糖尿病患病风险。

胰岛素抵抗是指胰岛素促进机体

摄取和利用葡萄糖的效率下降，容易

引发肥胖、高血压和高血糖等症状，导

致2型糖尿病。引发胰岛素抵抗的因素

十分复杂，包括基因和环境等多个方

面，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新华

我国细菌耐药情况有所缓解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局

长张宗久日前表示，目前我国抗菌

药物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公众和医

务人员的合理用药意识和临床合理

用药水平逐步提高，细菌耐药情况

有所缓解。但抗菌药物管理体系发

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

出。

据了解，2011年底至2016年，我

国门诊处方使用抗菌药物比例降低

8 . 5个百分点。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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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昊骞

通讯员 李静静

“早知道就不该发那么大脾

气！”年近不惑的宋先生不无懊

悔地说。宋先生是一家通讯公司

的高层，平时工作很忙，也免不

了出差应酬。日前，因为工作上

的事情，他情绪激动，非常生气，

突然左眼就看不见了。惊慌失措

下，他到医院眼科进行检查，却

被告知是脑血管疾病。山东省立

医院保健神经科副主任医师侯

训尧介绍，冬季是脑血管病高发

期，不稳定的情绪也会诱发脑血

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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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心碎”来形容极度悲

伤，英国阿伯丁大学的一项研究显

示，心碎不仅是一种文学比喻，而且

是一种病症，确实会损伤心脏。这种

损伤是长期，可能无法逆转的损伤，

对身体的危害堪比心脏病发作。

英国《独立报》援引研究人员的

话报道，心碎通常由痛失亲人等人

生悲剧引起，医学上称为心碎综合

征。研究人员招募了37名心碎综合

征患者，平均随访两年，发现他们心

肌弹性减弱，造成每次心跳时心脏

无法完全收缩，这种损伤以当前的

医疗水平无法治愈。 新华

新研究有助尽早识别
埃博拉出血热重症者

曾在西非导致严重疫情的埃博

拉出血热致死率很高，但也有些患

者幸存下来。日本科研人员主导的

一项国际合作研究发现了埃博拉出

血热死亡患者血液中的一些生物标

记，将有助于快速识别并医治重症

患者。

对比分析发现，和康复患者相

比，死亡患者血液中胰酶的量高出

约30倍，而一般情况下胰酶主要存

在于胰脏里。此外，死亡患者血液中

一种蛋白质的量只有康复患者的四

分之一到一半。 新华

刚分娩没有奶水 会不会饿着宝宝

专家问答

工作中大发雷霆 中年高管突然失明
他到医院眼科检查，最终却发现是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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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研究阿尔茨海默病新疗法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在利

用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
的最新研究中，发现了减少阿尔茨

海默病致病物质的新方法。

测试发现，用来治疗帕金森氏

症的多巴胺受体激动药溴隐亭、用

于治疗哮喘的色甘酸钠和用于治

疗癫痫的托吡酯，这3种药物同时

使用的效果最好，能够将β-淀粉样

蛋白的沉积减少30%以上。

研究小组认为，利用iPS细胞和

现有药物进行药效测试，将有望开

发出安全性更高的阿尔茨海默病

治疗药物。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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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林女士咨询:准备生宝

宝了，一直担心生产当天没有母

乳，宝宝会挨饿。听说母乳喂养

对宝宝特别重要，但是，如何催

奶、如何正确喂养母乳，我自己

都不清楚。想请专家详细解答一

下这方面的问题。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医院专

家周明解答：刚分娩的妈妈没有

奶水，会不会饿着宝宝呢？这种

担忧是不必要的。下面给广大读

者普及一下相关知识。

婴儿出生后，体内的能量储

备可满足至少3天的代谢需求，

开奶过程中不用担心新生儿饥

饿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婴儿出

生后第一口食物应是母乳，这有

利于预防婴儿过敏，并减轻新生

儿黄疸、体质下降和低血糖发

生。让婴儿尽早反复吸乳头，是

确保纯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正

常新生儿第一次哺乳应在产房

开始。正常分娩情况下，不宜添

加糖水和奶粉，以避免降低新生

儿吸母乳的积极性，同时也可降

低过敏风险。

那么如何促进乳汁分泌？

婴儿出生后应尽早让其吸

吮母乳，勤吸(每侧乳头每隔2—
3小时要吸一次)，必要时，可通

过吸奶泵辅助，增加吸的次数。

需要提醒准妈妈们注意的

是，为确保乳汁充足分泌，应放

松精神，保持心情愉快，享受母

乳喂养的过程。周围亲朋、家人

也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营造母

乳喂养的良好环境。

纯母乳喂养能够满足婴儿6
月龄以内所需的全部液体、能量

和营养素；注意按需喂养，每天

喂奶6—8次或更多；坚持让婴儿

直接吸吮母乳，尽可能不使用奶

瓶间接喂哺人工挤出的母乳；特

殊情况需要在6月龄前添加辅食

者，应咨询医师或其他专业人员

后谨慎作出决定。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孟宇 采访整理

中年高管突发眼病 右侧肢体随后瘫痪
对于将近40岁的宋先生来

说，如今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

期，可前不久，他因为工作上的

事情情绪激动，却突发单眼失

明。他赶紧到医院眼科进行治

疗，在住院期间，不仅眼睛的问

题没有解决，就连右半边肢体也

逐渐瘫痪。

医生告诉他，他是患上了脑

血管疾病，这种疾病的致残率很

高。“心里是真害怕了。”宋先生

说，原本他以为是眼睛的问题，

没想到自己正当壮年，却患上了

以前认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得的

脑血管疾病。于是，家人将他转

院至山东省立医院进行治疗。

在询问了宋先生的基本情

况后，山东省立医院保健神经

科副主任医师侯训尧表示，

这与宋先生平时的生活习

惯不无关系。“他平时应酬

较多，烟酒频繁还缺乏运

动，最关键的是目前已经入冬，

气温降低、血管收缩，更容易导

致脑血管病发生。”侯医生说，随

着天气越来越冷，发病率还会更

高。加之宋先生在发病前情绪波

动较大，诱发了脑血管疾病。

脑血管病患者增两成 冬季注意慢下来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医院

的脑血管病患者也逐渐增加。

气温骤降会刺激交感神经，导

致血压发生波动。特别是老年

人，身体的调节能力减弱，遇到

寒冷刺激，更容易出现血压升

高的情况。

“血压升高，相对来说更容

易发生脑出血。”侯医生说，寒

冷也会刺激血管，导致血管收

缩。对于原本血管就因为各种

原因狭窄的人来说，更容易发

生缺血性脑卒中。天气寒冷，感

冒患者增多，“研究表明，感冒

也是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

此外，进入冬季后，人们运动减

少、饮食结构更趋于油腻，这会

导致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旧

疾复发，从而诱发脑血管病。

“总体来看，冬天脑血管病

患者会比其他季节有所增加，不

单单是因为寒冷把人撂倒了，而

是与寒冷诱发的一系列因素相

关。”“最近增加了10%——— 20%的

患者。”侯医生建议，在高发病率

的冬季，可以多喝水，稀释血液，

也要注意在起床时慢下来，尤其

是老人，如果房间没有暖气，要等

到室温稍微升高后再起床，并

且做到用温水洗脸、刷牙。

九成脑血管病可防 血压最好在130/80以下

据侯医生介绍，目前中国已

经成为脑中风大国，每年新增发病

人数高达250万-300万。据介绍，该

病也具有高死亡率，每21秒就有一

个病人因为脑血管疾病死亡。

但是，更可怕的还是它的高

致残率。“有70%——— 80%的脑

血管病人会有残疾。30%的脑中

风患者需要1年以上的专人护

理，60%的患者正常社会生活会

受到影响。”

他说，正如宋先生一样，九

成的脑血管病是可以预防的，他

们的发病原因与十大危险因素

有关：三高、肥胖、心脏疾病、缺

乏运动、长期吸烟、大量饮酒、情

绪波动大等。因而，侯医生提倡

针对这十大因素进行一级预防。

“虽然脑血管疾病发病具有年轻

化趋势，但总体来说，仍然是老

年人高发，所以在运动方面，老

年人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有氧运

动，如散步、快走、太极拳等，也

要注意不能运动过量。”

正常血压是高压低于140，
低压低于90。但侯医生建议，大

多数人群最好将血压控制在130
/80以下。

多聊天多晒太阳
冬天别忘了给情绪“保暖”

□记者 董昊骞

初冬时节，气温骤降，寒冷

的天气成为诱发心脑血管病的

危险因素。山东省立医院保健神

经科副主任医师侯训尧介绍，做

好以下几点可有效预防心脑血

管病的发生。

一、注意保暖。初冬突来的

寒冷刺激会导致人体处于应激

状态，表现为血管收缩、血压升

高、交感神经兴奋和心脏做功增

加、心脏负荷增重等，初冬时节

就成为心脑血管病的高发季，因

此保暖就尤为重要。居室应提前

做好各种取暖准备，外出时注意

及时增加衣物，尤其注意身体暴

露部位如头颈部、面部及手部的

保暖，避免这些部位的血管由于

受到寒冷刺激导致痉挛，从而诱

发血管病。同时应尽量避免在清

晨气温较低时进行晨练，可选择

上午九十点钟在温暖的阳光下

适当锻炼身体。

二、预防“季节性情绪失调”。

“季节性情绪失调”是因天气变化

而产生的一种情感障碍或情绪失

调，这种表现在冬季更为明显，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初冬骤冷

的天气不适应及室外活动量明显

减少。这种病症多发生于对寒冷

比较敏感、体质较弱或较少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群。建议可在风和

日丽的好天气，带着一份闲适的

心情出去走走，约一两位好友聊

聊天，或是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

都不失为调节心情的好方法。

三、养成良好的饮食和作息

习惯。冬季要注意膳食结构的合

理性，尤其是北方人口重，吃的

也比较咸，“统计数据显示，北方

人每天食用食盐超过15克，但是

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天食盐摄入

量不应该超过6克。”除了低盐饮

食外，侯医生建议少吃红肉多吃

鱼，多吃浆果和全谷类食品。

四、适当运动。冬季运动应

根据个体身体情况选择不同强

度的锻炼项目，散步、太极拳更

适合老年人群。运动锻炼应持之

以恒，运动量以不出现心慌、胸

闷、胸痛、气短等症状为宜。

五、按时服药。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症的病人，一定要

坚持口服药物，使各项指标达标，

同时注意不要随意吃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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