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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性猝死 ” 不分年
龄， 人人都应时刻保持敬畏。
想在运动过程中远离危险， 就
要做好以下几点：

1.�运动前排查风险 定期
进行体检， 特别是心血管系统
检查 ， 彻底排查潜在疾病威
胁。 在参加剧烈运动或比赛前
更是如此。

2.�保证充分的热身 运动
前热身， 能让尽可能多的血液
流向心肺和肌肉， 提高心肺的
代谢能力， 以保证在进入高强
度运动后， 人体能量代谢能满
足运动的需求。 热身一般占总
运动时间的 10%～20%。 冬天天
冷， 热身时间要适当延长。

3.�运动量不宜过大 长跑
有利于心脏健康， 但要循序渐
进。 初练者一般从 3000～5000
米开始或持续 20～30 分钟。

4.�及时补充能量 长时间
运动， 应及时补充运动饮料、
能量棒、 盐丸。 建议每跑 5 公
里喝 100～150 毫升水。 夏天饮
用水要保持在 8℃～12℃， 冬天
保证水温在 30℃～40℃。

5.�感冒、 发烧不运动 有
些人认为跑跑步、 出出汗， 感
冒自然就好了 。 事实上正相
反， 感冒发烧使机体的免疫能
力下降， 运动会进一步加速免
疫力下降， 病毒易于入侵， 如
果入侵心肌会形成病毒性心肌
炎。 在自身很疲惫、 熬夜的情

况下， 也不建议剧烈运动。
6.�运动中不适别硬撑 运

动过程中一旦出现很明显的气
喘、 胸闷、 胸痛， 要立刻减缓
运动或暂时退出运动， 千万不
要硬撑。

7.�跑步后不要立刻停步 跑
步结束不要立刻停下来， 最好
能走上 10～20分钟， 同时做深呼
吸， 给身体一个缓冲时间。 可配
合做一些静态拉伸动作， 比如弓
步压腿、 侧压腿等。 同时， 不
能马上洗澡、 吹风或用空调等。

8.�拒绝高强度运动 平时
健身和凌晨高强度运动不属于
一个范畴 ， 凌晨器官属于休
眠状态， 不适合高强度运动。
凌晨的时候身体的各个器官
都处于睡眠的状态， 会出现供
氧不足 、 血糖低、 头晕眼花等
症状， 更严重的话可能会猝死。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赛前没有经
历过前面基础的运动量或者是
热身的准备活动， 突然去跑高
强度的运动， 一下子刺激心脏，
心脏供氧不足就会导致猝死。

全民运动值得提倡， 但高
强度运动并非人人适合。 选择
力所能及的项目， 掌握科学的
运动方法， 才能真正从运动中
真正获益。
审稿人：

湘潭市中心医院心内科
主任医师 吴春风

主管护师 王娟

11 月 27 日凌晨， 青年演员高以翔在录制真
人秀节目 《追我吧》 时突然倒地昏迷， 经抢救
无效去世， 医生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据媒体介
绍， 在这档节目里需要做很多高难度运动， 且
运动强度很大， 如梅花桩、 飞檐走壁、 徒手爬
高楼等； 同时， 节目在夜间通宵录制， 这些均
是关注的重点与痛点。

由运动引发猝死， 那其原因是什么？ 猝
死来临前身体会发出信号吗？ 普通人如何预
防和远离猝死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运动性猝死”？
“运动性猝死” 是指与运动有关的猝死

的简称。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心脏
病学家的有关材料， “运动性猝死” 的定义
是： 有或无症状的运动员和进行体育锻炼
的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 24 小时内意外死
亡。 “运动性猝死” 主要分为心源性猝死、
脑源性猝死及其他如中暑、 滥用药物、 嗜
酒等 。 其中心源性猝死是 “运动性猝死 ”
的最主要原因， 也是其最主要表现形式。

猝死来临前 6 种信号
猝死看似事发突然， 实则有迹可循。 当身

体出现以下 6 种信号， 需高度警惕猝死发生。
1.�近期出现或加重的胸闷 如果近期突

然出现活动后胸闷， 休息后可缓解， 提示可
能患了冠心病。 如果以前就有胸闷的症状，
近期症状加重， 说明以前稳定的斑块， 随时
可能发展为大的破损， 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

2.�心慌 不定期出现的心率加快通常是
快速性心律失常的结果。 多数心律失常的危
险性较小， 不会引发猝死， 但如果是频繁发
作的室性心律失常， 则有发展为室颤的风险。

3.�心跳过缓 心脏的跳动是由特定的
起搏细胞发起的， 起搏细胞功能变差， 就会
导致心脏跳动速率减慢， 严重时会引发心脏
停搏。 心率小于 50 次， 血压变低， 容易出
现长时间的心脏停搏， 导致猝死。

4.�晕厥 晕厥是猝死的重要前兆。 多数
晕厥是由于心跳突然减慢或停止， 导致脑供
血不足而引起的。 晕厥有时持续几秒钟后能
自行恢复， 如果不能恢复， 便会造成猝死。
出现不明原因的晕厥， 应非常警惕， 尽快查
明原因。

5.�不明原因的疲乏 出现不明原因的疲
劳、 乏力， 或伴有胸闷、 水肿， 应警惕猝死
的发生，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心肌炎或心肌
病造成的。 心肌炎在年轻人中比较多见， 通
常见于感冒 1～2 周后， 出现疲乏、 胸闷、 乏
力等症状， 极易引起急性心衰。 这种情况下
应严禁重体力活动， 卧床静养。

6.�眼前发黑和肢体麻木 脑卒中也是引
起猝死的重要原因。 如果出现单侧看不到东
西、 单侧肢体麻木、 乏力， 或走路不稳、 有
踩棉花感， 应警惕脑卒中的发生。

特别提示： 猝死的黄金救急时间在发病
4 分钟内。 一旦周围人发生心脏骤停， 赶快
拨打 120 求救。 面对猝死患者， 最好的办法
是进行除颤或心肺复苏。 但如果患者发病时
没有条件进行这两项急救措施， 首先应该想
办法向周围人呼救， 两个人交替对其进行心
肺复苏。

避免 “运动性猝死” 不等
于就要停止运动 、 健身 ， 相
反， 停止或减少有益的健身活
动 ， 还可能会使心脏功能下
降， 增加发生问题的几率。 国
外运动医学专家认为， 为避免
“运动性猝死” 发生， 可采取
下面三级预防措施。

1.�一级预防 在没有既往
心脏疾病的人群中进行预防， 因
为有25%的猝死者来源于这一群
体。 推荐人们进行中小强度运动，
强调适宜的准备活动和放松运
动， 以及根据环境进行运动等。

2.�二级预防 在患有冠心
病或其他心脏异常的人群中进
行的预防， 因为猝死者绝大多
数有冠心病史。 对运动员和普
通人来说， 关键是减少危险因
素和及时发现前期症状， 平时
加强注意， 积极预防。

3.�三级预防 指的是治疗
急性心跳骤停以防止发展为心
脏猝死。 主要是提供现场医务
监督和建立急救体制， 使其及
时逆转， 挽救生命。 通常我们
熟悉的心肺复苏和 AED 除颤
仪就属于三级预防的急救范畴。

勤梳头 每天早晚各梳发百
次， 能刺激头皮、 改善头发间的
通风， 有助于防止秃头和头皮屑
的产生 。 梳子的材质以不起静
电、 不过多摩擦头发为宜， 可选
用猪鬃毛梳、 牛角梳等。

避免头发受环境伤害 强
光、 污浊空气、 化学毒素、 染发
等都会对头发造成很大伤害， 破
坏毛囊的生长环境， 从而导致脱
发， 所以要尽力避免。

合理饮食很重要 平时多补
充铁质、 植物蛋白、 碘质、 维生
素 E， 少吃纯糖类和脂肪类食物。

适当运动， 保证睡眠 运动
有利于舒缓压力， 充足的睡眠可
以促进皮肤及毛发正常的新陈代
谢。 新陈代谢主要在晚上 10 时
到凌晨 2 时之间， 这一段时间睡
眠充足， 可以使毛发正常生长，
反之容易脱发。

保持乐观的心态 现代人工
作压力大 ， 学习紧张 ， 用脑过
度， 常常会引起脱发。 建议大家
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 工作、 学
习需劳逸结合。

钱军

有些女性在穿衣服时发现腋
下多了两坨赘肉 ， 十分影响美
观， 烦恼不已 。 其实这多余的
肉多为假性副乳 ， 即腋窝前或
下的皮下脂肪增多 。 通过以下
四个动作可以消除赘肉 ， 让身
形更好看。

腰背屈 坐在床或垫上， 两
手握住踝部， 肘关节触地， 上身
前屈， 腰背充分伸展， 尽量使胸
部触到大腿上 ； 持续 6～8 秒钟
后， 还原， 做 10～12 次。

颈后臂屈伸 站直， 两手正
握杠铃片， 肘高抬， 然后将杠铃
片向上举起， 直至两臂伸直后还
原。 连续做 8 次， 做 4～6 组。

推墙练习 两手立掌撑墙，
身体向前倾墙而站 ， 屈肘用力
推墙使身体直立 ， 停顿一会儿
后还原。 连续做 20～30 次， 共 2
组。

俯卧跪姿屈臂健胸 双膝跪
在地板上， 手臂伸直撑地， 然后
向下做屈臂动作， 一直弯到胸着
地为止。 屈臂时， 注意把身体的
重心放在手腕上， 用手臂和手腕
的力量支撑身体重量 。 反复做
8～10 次。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系
教授 谭思洁

护发小知识

演员高以翔通宵录制节目猝死

做到 8 点远离“运动性猝死”

如何最大化预防“运动性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