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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心平气和 冠心病患
者往往脾气急躁， 故易生气和
得罪别人。 必须经常提醒自己
遇事要心平气和， 增加耐性。

要宽以待人 宽恕别人不
仅能给自己带来平静和安宁，
有益于冠心病的康复， 而且能
赢得友谊 ， 保持人际间的融
洽。

遇事要想得开， 放得下
过于精细、 求全责备常常导致
自身孤立， 而这种孤立的心理
状态会产生精神压力， 有损心
脏。 冠心病患者对子女、 对金
钱、 名誉、 地位以及对自己的
疾病都要坦然、 淡化。

掌握一套身体锻炼和心理
调节的方法 如自我放松训
练 ： 通过呼吸放松 、 意念放
松、 身体放松或通过气功、 太
极拳等活动， 增强自身康复能
力。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谢少华

������冠脉支架术原理较简单 ，
就是把严重狭窄甚至闭塞的血
管重新开通并用管状金属网格
形态的支架将其牢固支撑， 使
其恢复并维持正常血流， 满足
心肌供血的需要。 就如同把已
经堵塞很厉害的路给重新修好，
使其恢复正常的宽度。

但是， 原本很通畅的 “道
路” 为什么会堵塞呢？ 这和很
多因素有关， 比如年龄、 家族
遗传、 不良生活方式、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等。 冠脉支架
术后只是相当于把已经堵塞的
路修好、 恢复通畅， 如果不把
可能引起堵塞的因素控制尽量
控制住， 通畅的 “道路” 会再
次堵塞。

那么， 冠脉支架术后如何
保持血管通畅， 有效预防再发
心血管事件和猝死呢？ 这也就
是如何做好冠脉支架术后康复
的内容。

冠脉支架术后康复是全面、
全程的医学管理、 服务和关爱，
包括生活方式改变 （控制体重、
运动、 戒烟等）、 药物处方、 心
理处方 （含睡眠指导）。

改变生活方式是治疗的基
础。 由于现代的饮食习惯和饮
食结构， 冠心病患者中肥胖的
占有较高的比例， 而减肥有助
于降低心脏负荷， 对血压、 血
糖和血脂的控制同样有辅助作
用。 那体重控制的标准是多少

呢？ 有两个数据可以参考， 一
个是腰围， 另一个是体重指数
（BMI）。 男性腰围不超过 90 厘
米 、 女性不超过 85 厘米较理
想。 体重指数在 18.5-23.9 较理
想。

控制体重的方法， 简单说
就是六个字 “管住嘴 、 放开
腿”， 就是注意饮食和适度的运
动。 饮食尽量要均衡， 还要控
制饮食量， 适度控制盐、 脂类、
糖水化合物摄入量。 关于运动
康复， 需要和医生沟通， 医生
进行在实施运动康复前会进行
一般功能评估、 运动风险评估、
运动耐量评估等， 根据个体情
况制定相应的运动方案。

一般来说， 有氧训练是基
础， 抗阻训练、 柔韧性训练等
是补充。 有氧运动主要有散步、
慢跑、 骑自行车、 游泳等， 抗
阻训练主要有弹力带、 哑铃及
器械训练等 。 具体运动形式 、
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需由康复
医生制定个体化方案。 吸烟会
使冠脉支架术后已经通畅的血
管在支架内再次堵塞， 或是在
原本狭窄不重的血管逐渐加重，
所以严格戒烟很有必要。 不建
议任何人出于预防心脏病目的
的饮酒， 包括少量饮酒， 有饮
酒习惯者原则上应戒酒或严格
控制饮酒量。

有效的药物治疗是冠心病
治疗的基石。 实现药物最大疗

效的前提是患者有较高的依从
性 （通俗的说， 就是患者要听
医生的话 ）， 医生使用有效药
物、 有效剂量、 控制危险因素
达标、 管理药物的相互作用和
不良反应。 药物治疗主要是控
制导致冠脉发生狭窄闭塞的危
险因素 ， 如高血压 、 高血脂 、
糖尿病等。 冠心病治疗药物分
为改善预后和改善心绞痛症状
两类， 前者是指延长患者寿命，
后者是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
改善预后的药物包括抗血小板
药物 （如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等）、 他汀类药物、 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 （如不能耐受 ，
可选择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
剂）、 β 受体阻滞剂； 改善心绞
痛的药物包括 β 受体阻滞剂 、
钙通道阻滞剂、 硝酸酯类、 伊
伐布雷定和心肌代谢药物曲美
他嗪。

另外， 患者是否存在精神
心理问题 （焦虑、 抑郁） 以及
有无睡眠障碍， 也影响患者的
预后和症状， 必要时需要药物
治疗。

总之， 冠脉支架术等于把
堵塞的路重新修好、 恢复通畅，
“修路” 重要， “养路” 同样重
要， 如保养得不好， 修好的路
必然还是会再次堵塞。

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医师 潘宏伟
主治医师 王长录

��������22岁的大学生小王因为连续 3天熬夜
复习功课， 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医院， 幸
好抢救及时， 挽救了宝贵的生命。

北京海淀区某公司 25岁的经理张女士
在一次通宵加班后， 被同事搀扶着进了医
院心内科门诊。 这个年轻女孩一直用手捂
着胸口， 表情非常痛苦。 经过检查， 确诊
为急性心肌梗塞。

火箭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主任
医师胡桃红介绍说， 心肌梗塞多发于年老
体弱的老人， 但近些年发病年龄逐渐年轻
化， 青年人发病率大幅上升， 这主要与身
心长期处于疲惫状态诱发所致， 如工作压
力大、 生活没规律、 睡眠时间少、 大量饮
酒吸烟等有关。

要预防心肌梗塞的发生， 大家应在日
常生活中注意以下 7点：

1、 工作张弛有度， 切忌长时间熬夜加
班。

2、 放松心情， 愉快生活， 对任何事情
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 学会缓解生活与工
作中的压力。

3、 洗澡要特别注意。 不能在饱餐或饥
饿的情况下洗澡。 水温最好与体温相当，
水温太热可使皮肤血管明显扩张， 大量血
液流向体表， 可造成心脑缺血。

4、 气候变化时要格外当心。 在严寒或
强冷空气影响下， 冠状动脉可发生痉挛并
继发血栓而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5、 戒烟酒， 适度运动 （以散步、 慢
跑、 打太极为宜）。

6、 饮食要少油少盐， 低脂肪、 低胆固
醇。

7、 绝不能搬抬过重的物品。 搬抬重物
时必然弯腰屏气。

莫鹏

��������刘老先生年近花甲， 数年前
被查出有冠心病， 因劳累曾数次
发作心绞痛， 近年在医生指导下，
老人坚持合理治疗， 病情稳定。

上周五的晚上， 刘老先生
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且感到胸
痛厉害， 犹如以往心绞痛发
作， 但症状更加严重一些， 他
立即含化硝酸甘油但疗效不
佳。 家人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急
诊。 医生全面检查后说， 刘老
先生这次的心绞痛发作与以往
几次劳累性心绞痛不同， 是卧
位性心绞痛的表现。

卧位性心绞痛是冠心病心
绞痛的一种类型， 与劳力型心
绞痛的不同是： 劳力型心绞痛
多在白天活动时发作， 并且常
在情绪激动、 过度劳累或剧烈
运动的情况下发作； 而卧位性
心绞痛是在夜间睡眠或白天平
卧休息时发作。 另外， 劳力型
心绞痛通常对硝酸甘油敏感，
含化后可使心绞痛在数分钟内
明显缓解； 而卧位性心绞痛对
硝酸甘油不够敏感， 含化后心

绞痛常常无明显缓解。
卧位性心绞痛多见于病史

较长的老年冠心病人， 其心脏
往往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心功
能也有所减退。 反映卧位性心
绞痛患者的病情通常较重。 另
外， 卧位性心绞痛是一种进展
性的心绞痛， 具有发展成为心
肌梗死的极大风险。 所以， 凡
是病史长的老年冠心病人， 如
果在夜间睡眠中突发剧烈胸痛，
持续时间较长， 且对硝酸甘油
不够敏感时应当考虑到卧位性
心绞痛的可能， 尽早住院治疗，
得到充分休息和进行心电图监
护， 防止病情反复与恶化。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任医师 韩咏霞

������心肌梗塞患者约 70%有先兆症状 ，
主要表现为：

1、 突然明显加重的心绞痛发作。
2、 心绞痛性质较以往发生改变或使

用硝酸甘油不易缓解。
3、 疼痛伴有恶心、 呕吐、 大汗或明

显心动过缓。
4、 心绞痛发作时出现心功能不全因

此而加重。
5、 心电图呈现异常改变， 或伴有心

律失常。
6、 老年冠心病病人突然出现不明原

因的心律失常、 心衰、 休克、 呼吸困难或
晕厥等。 心肌梗塞先兆症状多在发病前 1
周 ， 少数病人甚至提前数周出现 。 约
40%的病人发生于梗塞前 1-2 天。

有上述症状者， 必须高度重视。 首先
要绝对卧床， 保持安静， 避免精神过度紧
张， 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或硝酸甘油喷雾吸
入。 立即与附近大医院联系， 并做好送往
医院的准备， 交通工具必须能平稳转运。
病人应避免起床， 情况稳定时用担架运
送， 运送途中可持续或间断使用硝酸甘
油， 吸氧， 并嚼服一片阿司匹林。

陈秀丽

心肌梗塞年轻化
日常生活注意 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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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之后“养路”更重要
心血管内科医生谈冠脉支架术后康复

老年冠心病 警惕卧位性心绞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