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 大多数脑卒中患
者都能够安然度过急性期， 转入恢复期。 然
而， 首次脑卒中康复后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因为二次脑卒中再发率高， 据报道， 首次脑
卒中后的 5 年中二次脑卒中的再发率可达
20%～27%。

医学专家指出， 二次脑卒中再发的根本
原因与高血压密不可分。 临床资料表明， 普
通高血压病人的平均血压下降 5.8mmHg
（毫米汞柱）， 二次脑卒中再发率降低 22%。
老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病人在血压控制达标
的情况下 ， 可使二次脑卒中再发率降低
36%。 国外权威机构的多项研究证实， 首次
脑卒中后加强血压管理， 可使二次脑卒中再
发率下降 28%～32%。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
凡是在首次脑卒中后 ， 其血压大于 140/
90mmHg 时， 无论是何性别， 何年龄， 伴或
不伴其他心血管高危因素， 都要认真开展降
压治疗。

目前认为， 一般是在首次脑卒中后的 1
周至 1 个月内开展降压治疗。 为保证足够的
脑血流灌注量， 特别强调平稳、 缓慢、 逐步
的降压原则， 也就是说， 一定要避免降压速
度过快。 所以， 医学专家建议小剂量使用降
压药， 以便在开展降压治疗后的 1 个月内将
血压控制在 140/90mmHg 左右， 再用 1～2 个
月时间将血压控制在 120/80mmHg 或以下。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副主任医师
韩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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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专刊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公
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我国冬季心血
管病患者死亡人数比夏天高 41%。
调查显示， 在中国每 12 秒就有一
人发生卒中 （俗称 “中风”）， 每 21
秒就有一人死于卒中， 每年死于脑
血管病的患者约 130 万， 每年新发
脑血管病患者约 270 万， 而现有脑
卒中患者则达到了 700 万。

为什么脑血管病患者难过冬？

寒冷的冬天对脑血管有着诸多
影响：

人体受到寒冷刺激， 交感神经
兴奋， 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多，
全身毛细血管收缩， 血液循环外周
阻力增加， 血流受阻。

交感神经兴奋， 血压升高。
寒冷刺激使血液中纤维蛋白原

增高， 促使血栓形成， 堵塞血管，
发生缺血性脑血管病。

低气温可使体表血管的弹性降
低， 心脏负荷加重， 可使血压进一
步升高， 使原本脆弱的血管破裂，
而发生出血性脑血管病。

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 上
呼吸道感染发病率增高， 发热等因
素可以诱发脑血管病。

冬季烤火不慎引发一氧化碳中
毒， 可以加重脑缺血的发生。

冬季人们滞留在室内， 生活不
规律因素可以诱发脑血管病的发
生。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 室外温度
每降低 1 摄氏度， 人体收缩压约升
高 0.19 毫米汞柱 ， 舒张压约升高
0.12 毫米汞柱， 这是在针对上海 50
名高血压患者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
后得出的结论。

脑血管病患者怎样安全过冬？

注意防寒保暖 严寒刺激会加
重高血压病情， 所以要注意防寒保
暖 ， 特别是寒潮袭来 、 气温骤降
时， 要注意及时添加衣服。

控制情绪 极度愤怒或紧张都
可诱发脑中风， 因此高血压病患者
要保持乐观愉快的心情， 切忌狂喜、
暴怒、 忧郁、 悲伤、 恐惧和受惊。

勤量血压 最好每天都量血
压， 发现异常能及时处理。

积极预防冬季疾病 冬季易患
流感鼻炎、 咽喉炎、 扁桃体炎、 气
管炎等， 应注意预防和积极治疗。

坚持适量运动 应参加一些户
外锻炼， 以增强体质和耐寒能力，
但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而定，
最好不要做剧烈运动。 冬季不应太
早进行锻炼， 阳光充足天气暖和的
上午 10 时至下午 3 时是户外锻炼
的黄金时段。

注意补充水分 冬季气候干燥，
人体水分消耗多， 要多喝水， 多食
鲜枣、 柚子、 柿子、 柑橘等富含维
生素的水果及绿叶和蔬菜。

生活规律 早睡早起， 动静结
合， 劳逸结合。 避免劳累过度， 情
绪紧张， 烦躁不安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
教授 刘运海 博士 贺威

������中风往往在没有明显先
兆的情况下发病， 其实， 在
中风发生之前如果留意仔细
观察， 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反
常的先兆。

头晕、 头痛 突然头晕目
眩， 或原有的头晕、 头痛加
重， 或由间断性头痛变为持
续性剧烈头痛。 头痛部位多
在头的颞部、 后枕部及全头
部， 或伴有恶心、 呕吐。

单眼失明 一只眼睛忽然
视物不清楚， 或视物成双影。
眼前有黑点， 甚至看不见东
西， 在很短时间内即恢复正
常。

舌根发硬 忽然感觉舌根
部僵硬， 舌头胀大， 吞咽困
难， 查看舌头并无红肿现象。

鼻子出血 当血压不断升
高时， 已硬化变脆的鼻血管
不能承受压力， 可发生破裂
出血。

白天嗜睡 人感到非常疲
倦， 觉得睡不够， 就连白天
也是睡意明显。 专家们曾观
察多例无明显原因而困乏嗜
睡的中老年人， 其中约有 3/4
的人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中风。

哈欠连天 中老年人尤其

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如无
原因而出现哈欠频作， 便是
病态反应。

经常呛咳 在临床工作中
发现， 喝水或进食过程中出
现呛咳， 也是发生中风的迹
象。

剃须刀落地现象 是指在
用剃须刀刮脸过程中， 当头
转向一侧时， 突然感到持剃
须刀的手臂无力， 剃须刀落
地 ， 可同时伴有说话不清 ，
但常在 1-2 分钟左右完全恢
复正常。 这常提示缺血性脑
中风随时可能发生。

一侧麻木 突然感到一侧
面部、 手臂、 指头麻木 ， 特
别是无名指麻木； 耳鸣， 听
不懂别人讲话的意思； 嘴歪
斜合不拢、 流口水。

语言与精神改变 指发音
困难、 失语， 暂时的吐字不
清或讲话不灵； 或有写字困
难。 个性突然改变， 沉默寡
言 、 表情淡漠或急躁多语 、
烦躁不安。 或出现短暂的判
断或智力障碍； 或有短暂的
意识丧失。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谭奔腾

������如果患者在家中突然晕倒，
随后出现口眼歪斜、 流口水、 说
话含混不清或呕吐、 一侧肢体瘫
痪等症状， 就很可能发生了脑卒
中， 家属要迅速识别， 这不仅关
系到患者能否得到及时救治， 而
且对减少后遗症、 挽救生命都具
有重大意义。

1. 家人应立即拨打 120 急救
电话。

2. 使患者仰卧 ， 呈头高脚
低， 头偏向一侧。 头肩部垫高，
呈头高脚低仰卧位， 可以减少头
部供血， 减轻血管的压力； 头偏
向一侧可防止呕吐物误吸引起呛
咳， 或回吸入气管造成窒息。 如
果患者口鼻内有呕吐物阻塞， 应
想方设法抠出 ， 保持呼吸道通
畅。 患者在未清醒的状态下， 不
要盲目给患者喂水。

3. 松开患者衣领、 腰带等，
如有活动性假牙应取出。

4. 脑卒中患者早期救治一刻
千金， 必须分秒必争， 应尽快把
病人送到有条件救治的医院， 及
早采取溶栓措施进行治疗。

5. 在医生明确诊断之前， 不
要给患者服用任何药物， 防止掩
盖或加重病情。

长沙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李啬夫

������肩部运动 肩部放松， 双手
自然垂放于身体两侧， 双肩由
后向前旋转 10 次， 再由前向后
旋转 10 次， 之后双肩上提放松
各 10 次。 可使肩部肌肉放松 ，
缓解颈肩部神经血管压力， 促
进大脑供血。

颈部按摩 五指并拢， 双手
对指置于颈后， 轮流按擦颈后
部左右两侧， 以皮肤轻微发红
发热为宜。 可促进颈部血管平
滑肌松弛， 减少血脂沉积。

头部按摩 五指分开屈曲，
以指腹从前额缓慢旋转按压至
头顶 ， 再继续按压至脑后部 。
双手轮流交替按压各 5 次。 可
有效改善脑部血液循环， 改善
大脑供血。

转颈运动 颈部放松， 平和
舒缓地前后左右转动颈部， 动
作宜慢， 转动至最大幅度保持 5
秒再向反方向转动。 可增加血
管的抗压力和韧性， 活血通络。

刘姿含

在家突发脑卒中
如何急救？

脑血管病患者难过冬？

专家送你安全过冬锦囊
最近一波冷空气袭来， 气温迅速下降， 对于脑血管病患者，

特别是中风患者来说， 寒冷的冬天可不好过。

预防脑卒中再发
重在降压治疗

中风有迹可循

小动作
改善脑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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