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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高血压病人已超过 2.7
亿， 平均每 5 个成年人就有 1 人患有高
血压。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初期都没有什
么明显的症状， 或者仅在偶尔测量血压
时发现。 部分高血压患者可以出现头晕、
头胀痛、失眠、健忘、多梦、耳鸣、心慌、易
激动等不适。 高血压危害大，若血压控制
不佳可引发脑出血、脑梗塞、冠心病等一
系列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
至危及生命。 因此，发现高血压后，应尽
早前往正规医疗机构诊治， 听从心内科
医生的建议。

高血压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首先，需要规范的家庭血压监测，了
解血压的控制及变化情况。 规范的血压
测量须记住四个“定”，即定血压计、定时
测量、定体位、定部位。 测量完成后，勿忘
详细记录并保存家庭测量结果。 就诊时，
请带上记录结果，供医生评估血压水平、
降压疗效以便调整治疗方案。 其次，规范
的药物治疗是控制血压的基石；合理、规
律服药， 可以有效减少高血压所带来的
危害，切忌突然停药、不规律服药、不遵
医嘱乱用药甚至不服药。 最后，健康的生
活方式对于血压的控制同样重要， 饮食

上需要减少食盐、 脂肪的摄入， 减少味
精、酱油等含钠调味品的使用，尽量少吃
或不吃咸菜、腊肉、咸鸭蛋、豆腐乳等高
盐食品， 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 戒烟限
酒。 同时，适当运动有益于血压控制，如
快步走、慢跑、做广播操、打太极拳、爬山
等； 避免过度剧烈运动， 也切忌久坐不
动； 对于肥胖人群还需要积极控制体重
（理想的体重(Kg)= 身高(cm)-105）。 另
外，减少精神压力、保持平和心态对于血
压控制也有很大帮助。

高血压的治疗是漫长的过程， 期间
难免会遇到种种误区。 在这里为大家总
结了高血压治疗的“十二大误区”。 误区
一：没有不适就不吃药。 部分高血压患者
没有明显不适感， 仅在测血压时偶然发
现血压升高， 但高血压所带来的风险和
并发症并不是由临床症状决定的， 坚持
规范服药非常重要。 误区二：降压药不能
随便吃，一旦吃了就断不了。 降压药不是

成瘾药，没有依赖性；但高血压作为慢性
病，目前尚无彻底根治的方法，需要长期
甚至终生的药物治疗。 误区三：只用吃药
不用复诊。 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监测血
压、定期复诊，以便医生根据治疗情况调
整用药。 误区四：血压高吃药，血压正常
就停药。 服用降压药后血压正常，停药后
血压又会重新升高， 血压的剧烈波动可
能导致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误区五：发现
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把血压降得
越低越好。 血压快速大幅度降低，会引起
脑灌注不足， 同样容易诱发脑血管等意
外。 误区六：降压药隔几年要更换，以防

“耐药”。 在血压控制良好且未出现副作
用的情况下，应该继续目前降压方案，不
建议反复换药。误区七：使用中成药或者
保健品降压更安全。 部分中成药的确有
降压效果， 但服用不当可能引起血压波
动，因此切勿以保健品代替药物，以免延
误治疗，危害健康。 误区八：开始治疗时

不能用好药。所谓“好药”，不仅降压效果
确切、稳定，副作用少，而且还能保护重
要脏器功能。 误区九：降压药有副作用，
不能长期吃。任何药都有副作用，目前常
用降压药物治疗剂量下均很安全， 常规
剂量不良反应发生率很低， 高血压本身
带来的危害往往比降压药物的副作用更
为严重。 误区十：只需要吃药，不用改变
不良生活方式， 忽视高血压危险因素的
控制。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是血压控制的
前提、基础，放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
药”也无能为力。 误区十一：年龄大的人
血压就可以高。 高血压并不是老年人的
“正常现象”， 发现高血压后需要及时就
诊，正规治疗；老年人发生高血压并发症
后往往对身体影响更大。 误区十二：“人
云亦云”式购药或者相信有“灵丹妙药”
能根治高血压。降血压药物有很多种，需
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用， 根据亲朋
好友或者药店导购的热心推荐盲目选用
降压药是不科学的，建议遵医嘱服药。

总之，高血压不可怕，只要做到管住
嘴、迈开腿、放宽心，在医生指导下规律
吃药、坚持监测血压、定期复查，我们一
定可以管好高血压，畅享新生活。

周享英，女，1982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先后在新邵县大新乡大河滩
中学，新田铺镇向江渡完全小学、毛力冲小
学、镇中心小学等学校，担任过班主任、小
学数学教学、少先队辅导员、毛力冲完全小
学校长、 新田铺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兼中心
幼儿园园长， 担任校长期间都有兼任一至
两个班级的数学或者思品教学等教学工
作。

爱心献给学生。做为一名教师，不仅要
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更要有对教育事业、对
学生充满爱心。在她所教的班级里，经常会
让每一位学生感受到老师的爱与关心，让
每一位学生都感受到自己是老师心目中的
骄傲。在大河滩中学任教期间，每周一至周
四放学之后，她都会雷打不动地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交替给所教班级全体学生免费
补课一个小时；第二件事：对学困生，她从
不嫌弃排挤，坚持倾注更多的爱，每天利用
休息时间对学困生做针对性辅导。 当她担
任毛力冲学校校长时， 她还是继续用爱心
教育来感染学生， 每个学期她要求所有教
师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学生在
家里的学习的情况。 为了家庭困难的学生
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她通过各种渠道联
系上湖南省电力公司爱心人士对 48 个贫
困学生建立“一对一”助学关系，共捐赠爱
心助学款 85300 元，教育基金 57790 元，为
贫困学生解决了生活费与教辅资料费，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上学。

执着献给事业。 在毛力冲完全小学任
校长期间，当地老百姓目睹了学校翻天覆
地的变化，个个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周校
长这几年干得不错， 是个好老师、 好校
长！ ”

她的教育格言是： 把教育当作事业一
样来经营，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爱护，
把老师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来看待， 把学
生当作自己小孩一样认真呵护。 当双胞胎
孩子才两个月的时候， 她被派到新邵县最
边远的毛力冲完全小学任校长。 她上任前
的毛力冲学校是一个典型的地处偏僻、教
学质量落后、校舍简陋的农村小学。为了更
快地改变教学质量差的现状， 她每次主动
担任最差班级的教学任务。任职四年里，每

次期末考试， 学校各科成绩跃居全镇排名
前三名，成绩大幅上升。当时学校食堂开工
建设才两天，她母亲突发脑溢血，病情很严
重，一边是她最亲的母亲，一边是她心爱的
事业。为了加快改善办学条件，她奔波于亲
情和事业之间。 白天她默默地坚持在学校
监工，晚上她强打精神在医院照料母亲。她
心碎，愧对母亲；她欣慰，学校食堂能够高
质量竣工。在创建合格学校期间，由于资金
暂时短缺，为了节省开支，她和同事用瘦弱
的肩膀， 一担又一担地清理建筑垃圾和生
活垃圾 30 余吨。 肩膀磨破了皮，手长满了
茧。其后，她又带领全校师生全力以赴投入
创“最美学校”、做“最美老师”、当“最美学
生”活动中，学校各项工作得到上级领导的
肯定，并荣获“创最美学校优胜单位”。学校
连续六期被评为先进单位。

她任毛力冲学校校长四年，学校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丑小鸭”成了
“白天鹅”。赢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赞赏，也
迎来了同行的参观和交流。 在召开新邵县
“最美学校”创建工作推进会上，她作了题
为《实行“三养”并举，力创“最美学校”》的
经验介绍，“三养” 办学理念体系赢得了同
行们的高度赞赏。

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在教学上，她带
头上示范课，积极参加各类教研活动，提高
专业素养。在教育教学中，她付出了艰辛的
汗水，丰收了沉甸甸的硕果。2018 年 6 月被
聘请为“国培计划（2018）———新邵县‘送教
下乡’县级培训团队学科专家”。 2018 年 10
月 29 日她在“国培计划（2018）”新邵县小
学数学乡村教师工作坊第二次线下集中培
训活动中上示范课《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2019 年 4 月，在县国培小学数学专家“送教
下乡”到小塘镇活动中上示范课《角的初步
认识》。 在全县小学数学 DVD交互式教学
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她执教的数学课《找
规律》，荣获市二等奖；她先后被评为“县优
秀教育工作者”“县优秀班主任”“市巾帼建
功标兵”“市百岗明星”“县小学数学骨干教
师”“县优秀校长”等。

扎根教育 15 年，奉献教育 15 年，一路
艰辛，一路付出，她为人生价值得以实现而
无怨无悔。

管好高血压，畅享新生活
湘西州高血压中心、湘西州人民医院心内三科 邓策 田宏芳 彭学军

丹心一片为教育 大爱无言献青春
邵阳市新邵县新田铺镇中心小学

五千年的文明源远流长，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美丽富饶。 翻开沉淀的史册，
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从秦
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成吉思
汗到康乾盛世，勤劳的炎黄子
孙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智慧。 在
历经无数的磨难，中国以自强
不息的脊梁，高高屹立在世界
东方。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公民，我感到无比自豪。

最浓的是乡愁，最美的是
祖国，亿万华夏儿女把爱恋都
凝聚在自己丈量的土地上：最
美教师张丽莉用柔弱的身躯
庇护学生，撑起了一方晴朗的
天空；最美司机吴斌用崇高的
心灵坚守责任，打开了生命的
通道；最美母亲吴菊萍用双手
抒写大爱， 托起了生命的希
望； 还有拾荒阿姨陈贤妹，三
闯火场的战士高铁成……这
些平凡而美丽的人敢于担当，从心灵
深处发出最悦耳的声音：祖国，我爱
你！

再平凡，也得扛起肩上的那份担
子。 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
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
难、开阔前进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一
切艰难险阻，敢于亮剑，更要适应时
代发展的要求， 把握时代的潮流，着
眼祖国的历史与未来，拥抱祖国的大
好河山， 呵护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让
团结、和谐、统一的中国再次闪亮世
界。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 中华民族的气节也像磐石一般，
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
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
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
们是中国的脊梁。 而我们，将继承着
他们的品行，肩负着新世纪复兴中华
的担当。

2018 年，这一年，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 中国建造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展示着中国的风采：嫦娥四号探测器
成功发射， 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国
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 成就
的背后离不开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
工程师，每一位大国工匠，以及每一

位建设者和参与者。
2019 年，我们将隆重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
华诞。 70 年披荆斩棘，70 年
风雨兼程，人民是共和国的
坚实根基，一路走来，中国
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
不仅改变着祖国的面貌，也
深刻影响着世界，让中国成
为了时代话语权的“发声
者”和规则的“制定者”，这
些中国印记的背后，有着无
数默默奉献的建设者和参
与者， 他们用责任和担当，
撰写着属于“大国工匠”的
传奇故事。

有人说，高中时代是欢
笑时的泪水，是流泪时的微
笑；也有人说高中时代是一
坛醇厚的酒，是一束明艳的
花。 也许，每个人对于高中
时代有不同的诠释，但相同

的是我们的高中时代、 我们的青春都
要有朝气、敢作为，要浩然正气，要昂
扬锐意，要志存高远！

历史的页面仍然在不停地书写，
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的版
图上回荡不息， 那自强的雄浑声音使
每颗炙热的心为之震撼， 用我们的智
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 用大国工
匠的精神去雕琢震古烁今的事业，用
我们的青春热血谱写出前不负古人、
后无悔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
辕”，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富强、则
国富强。“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作为
土家儿女， 看着祖国的日益强大，听
着习总书记“一带一路”的倡议，看着
中国港、中国路、中国桥、中国网、中
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实力、中国担
当，正走向世界；学着“党的十九大精
神报告”，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我知道，在我们的肩上托举着
时代的重任，让我们用赤诚的心立下
最忠诚不渝的誓言：为祖国的强盛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党的领导下，
砥砺前行，携手开创属于中华民族的
新纪元。

辅导老师 贾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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