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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就是脑中风，
对于这个病，
人们对它并不陌生。说起脑中风，大多数人想到的首先是口眼歪斜、行动不便，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脑中风的危害不仅是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致死率已超过心血管疾病、癌症，成为我国致死
率第一的疾病！脑卒中在众多的慢性病中属于可以预防的疾病，但因为脑卒中在发病前期隐蔽性很强，一般人都很少
留意，
实际上只要注意预防，是可以避免卒中对人体形成进一步危害的。

临床提示
别把急性胰腺炎当成胃病

脑血管疾病后果
1、均可能导致患者的死亡。
2、绝大多数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后遗
症，包括：
◆ 完全瘫痪(
卧床不起，
生活不能自理)
；
◆ 部分瘫痪，部分生活自理；
◆ 精神行为异常，包括：痴呆、记忆力
减退等。
◆ 肢体麻木、没有疼痛等。
■出场专家

脑卒中前兆易被忽视
张青山主任告诉记者，脑卒中的发生看
似突然，但实际上这种病绝非一天形成，而且
是可防可控的疾病。因为在中风之前，
患者本
人一定会有些征兆，只不过很多人对脑卒中
前期症状认识不够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才带来严重的后果。
“小中风”，就是脑卒中的预警信号，一般
出现在爆发中风前的几小时或几天内。例如，
突然感到眩晕或剧烈头痛，或胸闷、心悸、低
热、打嗝、呕吐；突然感到一侧面部或手脚麻
木；突然口齿不清、说话模糊或理解障碍；全
身明显乏力，肢体软弱无力，行走困难；双眼
突感一时看不清眼前事物、高血压患者鼻出
血等，
这些症状可维持几分钟至数小时。而发
生小中风后，大部分患者会在一两个星期内
发生大中风，如果能在小中风发生时及时治
疗，患者的生命将较有保障。

脑卒中：
“骤然而至”
张青山 主任医师
市中心医院神经内三科主任
毕业于徐州医学院，深造于首都医科大
学北京友谊医院。获省厅新技术引进二等奖
及市新技术引进奖各一项。擅长脑血管病、神
经遗传、变性、脱髓鞘病及癫痫等发作性疾病
的诊治。
专家门诊时间：
周二全天
咨询电话：18952172098

不能随便搬动中风患者

消化科吴萍主任医师提醒：
“脑卒中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卒中的发
生对患者的脑神经损害非常大，缺血性脑卒
中发生后，每分钟有 1
9
0万神经细胞死亡，患
者在发病后一定要在 4至 5小时之内送到医
院进行溶栓治疗，”张青山主任还特别提醒，
如果患者突发脑卒中，一定不要随意搬动患
者，以免加剧脑出血，最好是打 1
2
0求助于专
业人员。

“六步走”防卒中
张青山主任表示，脑卒中二级预防的主
要措施有两个：一个是寻找和控制危险因素；
另一个是长期药物治疗预防复发，如服用抗
血小板、降压和调脂的药物等，这些药物需要
长期服用，甚至是终身服用，而不是吃吃停
停，
自行间断。
1、
控制好
“三高”
。
2
、
积极、
适度做锻炼。
3
、管住嘴，常称重。
4、
限制酒精摄入。
5
、
不抽烟、不吸二手烟。
6
、
避免情绪激动。

对于出现急性脑梗塞的病人，
赶抢“三小时时间窗”
是预后良好的关键。在病发三小时之内，如果能及时送到医
院诊断明确，第一时间采取溶栓治疗，那病人康复后出现后遗症的概率就会大大缩小。我们医院专门为脑血管病人
设置了就诊的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地缩短就诊时间，为溶栓赢得机会。

张青山主任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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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由各种原因引起，脑的动脉系
统与（或）静脉系统发生病理性改变，引起脑
部血液循环发生障碍从而直接影响脑组织，
致使脑细胞发生功能紊乱，或出现不可逆的
损害，
由此所导致的各种疾病。临床上常说的
“脑血管病”通常是指急性脑血管病，即脑卒
中。其症状主要有脑功能障碍，
如突然出现一
侧肢体无力、偏身麻木、言语不利及口角歪
斜，严重时甚至突然昏倒及不省人事等。
简单说来，脑卒中就是由于脑部的供血

管发生突然堵塞或破裂，当大脑失去了血液
供应，难以发挥正常作用，而它作为“人体司
令部”的功能也就消失了。“指挥系统”失灵，
人体自然陷入瘫痪状态，而之所以将此类疾
病称为“卒中”
，就是因为此类疾病的猝不及
防。

最近冷空气频繁光临，徐州甚至出现了零下 8度的低温天气，而屋子里热气腾腾的暖气让我们在寒冬倍感呵护，
但随之而来的暖气病也占据了冬季疾病的主角。冬季 4大暖气病最猖狂，专家教你怎么防！

冬季，人的皮肤本身就容易干燥、瘙痒，
来了暖气后，室内温度较高，更会加速皮肤水
分流失，使皮肤纤维失去韧性而导致断裂，从
而形成无法恢复的皱纹。老年人皮肤瘙痒，
不
当抓挠还会造成湿疹。
专家支招：冬天不宜洗澡太勤，一般每周
一两次即可，而且水温不要太高，尽量不用肥
皂，洗澡后应涂抹甘油等油脂较多的护肤品。
双手皮肤干燥的人可以两手抱拳，从虎口接
合、捏紧，再转动双手，直到两手感到暖烘烘
的，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系统推动全身的血液循环，暖气
过热“抢走”人体的水分，会导致血液黏稠度
增高，引起血压下降及心绞痛等心血管疾病。
专家介绍，屋里暖气过热，和室外温差太大，
可能导致血压波动大、冠状动脉“不堪重负”
，
引发冠心病。同时，对肺心病、心功能不全患
者而言，
“暖气病”引发的呼吸道感染很容易
导致心慌、
胸闷等症状。

专家支招：每天通风半小时。专家提醒，
东北人有“猫冬”的习惯，冬季户外活动减少，
更要适当开窗通风。最佳时间段为上午 9点
至下午 5点之间，
开窗通风半小时左右。

红眼病
冬季户外风干物燥，如果回到室内又因
为温度高造成机体缺水，会影响泪液的循环，
造成干眼症。专家介绍，
眼结膜干燥极易增加
患“红眼病”
的风险。
专家支招：促进泪液的循环和分泌有一
个很简单的方法——
—多眨眼。工作间隙，
先远
眺 2分钟，然后做 1分钟眨眼运动，6
0次左
右即可，最后闭目休息 2分钟。另外，可在电
脑桌前放一杯清水，
或者使用滴眼液。

呼吸道感染
嘴唇干裂、鼻咽干燥、干咳声嘶，都是“暖
气病”引起的上呼吸道症状。通常，如果及时
补水，这些症状都能得到缓解，但如果持续时
间太长，使呼吸道黏膜分泌物减少，灰尘、细
菌等附着在黏膜上，刺激喉部引发咳嗽，容易
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发生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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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等疾病。有了暖气后，
干燥温暖的室内无异
于一个病菌的“温床”。研究表明，当空气湿度
低于 4
0
%的时候，感冒病毒和其他能引发感
染的细菌繁殖速度会加快，随着空气中的灰
尘扩散引发疾病。
专家支招：暖气片上放盆水。空气中相对
湿度在 45
%~6
5
%时，人体感到最舒适。用加湿
器时，一定要保证每天换水，每周清洗一次，
否则容易滋生病菌，
引发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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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急性胰腺炎和胃病都有类似恶心呕
吐等症状，现代人又抱有“十人九胃”的思想，
对胰腺炎缺乏正确的认识，容易把急性胰腺
炎误当做肠胃病，一旦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极易危及生命。
胰腺是人体极为重要的腺体器官，它既
有分泌胰岛素的内分泌功能，又有分泌胰液
的外分泌功能。形象地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
—自家人不认自家
就像“大水冲了龙王庙——
人”。其实质是，制造消化液的胰腺组织反被
自己制造的消化液给消化了。这可以说是消
化系统的自身调控失职造成的灾难。而“大吃
大喝”
正是这场灾难的启动因素。
如何判断到底是不是急性胰腺炎呢？
急性胰腺炎有它的典型表现，常在饱餐
或饮酒后，突然发生上腹剧痛，呈刀割样、持
续性疼痛，或有阵发性加重；腹痛部位主要在
上腹正中或稍偏左，可牵涉后背；弯腰或前倾
时疼痛可减轻，
仰卧时加重。伴有恶心、
呕吐，
起病初始呕吐频繁，可吐出胆汁。有这种情况
时，应想到急性胰腺炎的可能，需立即就医。
如果紧急抢救，康复的希望较大；如果贻误时
机，发展为坏死出血型胰腺炎，则会出现休克
或猝死。

不明原因疼痛要尽快就医

寒冷冬季，
警惕 4大“暖气病”

皮肤瘙痒

病例回放：
5
5岁的曹先生连续两个星期都睡不着
觉，胃口也不是很好，上周吃了几只螃蟹后，
胃就感到有种烧痛感，因为年轻的时候曾患
过胃病，自己也没太在意，每天还是按时上下
班。前天晚上，因为有应酬就多喝了几杯酒。
半夜，他在昏昏沉沉中捧腹喊叫，抽搐起来，
老伴一看他面色铁青、浑身冰凉赶紧找人把
他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重症胰腺炎，后经医
生全力抢救才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病例回放：
前不久，患者刘先生因为腿疼慕名来到
市中心医院疼痛门诊就诊，据悉，刘先生已经
被腿部疼痛折磨了好几年了，看了好多医院
都不见效。坐诊的尹伟副主任医师根据他的
症状，采用射频消融术进行了对症治疗，一个
疗程之后，刘先生腰疼的症状得了到很大的
缓解。
市中心医院疼痛门诊尹伟副主任医师介
绍：人体有很多反应，疼痛就是一项，出现了
这症状，证明身体某个部位出了问题。因此，
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做
检查，找出病根儿，
对症治疗。
2
0
10年3月，
市中心医院开设疼痛门诊，
治疗范围主要是慢性疼痛患者，具体有：
头面部疼痛：三叉神经痛等。
颈项部疼痛：颈椎病、枕神经痛等。
腰背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
松、强直性脊柱炎等。
四肢痛：如肩周炎、网球肘、腱鞘炎、髋关
节痛、膝关节痛、跟痛症等。
软组织疼痛：腰 3横突综合征、肌纤维织
炎、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等 。
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幻肢痛等。
癌性疼痛：癌症所致疼痛或与癌症治疗
相关疼痛。
市中心医院疼痛门诊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二、五全天
地点：
门急诊外科大楼 2楼
坐诊专家：尹伟 副主任医师
咨询电话：1895217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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