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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1日讯 10月
8日世界高血压日刚过去，11
月14日， 代表业内顶尖水平的
美国心脏病协会和美国心脏病
学会联合发布了新版高血压指
南， 将高血压定义为血压≥
130/80mmHg， 而过去高血压
的 定 义 标 准 则 是 ≥
140/90mmHg。这也是时隔 14�
年来这一指南首次更新这一
指标。

“美版” 高血压新标准的
制定，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高血
压患者？ 哪些人会被纳入其
中？ 新标准给市民怎样的健
康警示？记者今天采访长沙市
多位专家，了解新标准背后的
健康意义。

老人纠结
该不该吃药降压

“头痛得不行，没力气，整
个人难受。” 罗易维娭毑年轻
时做的也是医护工作，虽然一
直比较注意养生，还是在62岁
之后出现了高血压症状，并且
不断加重。

在医院就诊之后，她开始
吃一种叫“螺内酯片”的降压
药，并坚持按照医生的要求服
用。“我这高血压属于比较难
治型的，但医生说集合好的生
活方式，或许有断药的可能。”
这2年多来， 罗娭毑不断在饮
食和生活方式上进行改善，每
天早晨6-9点、 下午2-4点测
量两次血压，今年3月开始，血
压一直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慢慢断药，到5月份已经
没吃药了。”罗娭毑表示，自己
一直很关注高血压的健康信
息，11月14日美国心脏病协会
和美国心脏病学会联合发布
的新版高血压标准，让她有些
惊 慌 。“我 的 血 压 就 在
130/80mmHg边缘， 按照这
个标准，我是不是还得吃药？”

标准内人群
不一定要吃药控压

“指 南 建 议 血 压
130/80mmHg的人群改善生

活方式，并不是一定要吃药治
疗，只有伴有心梗、脑梗或具
有其他高危因素的患者才需
服药。”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肖
长江教授表示，罗易维娭毑这
样的患者， 无需再服用药物
了。

“美国的这个新标准，并
不适用于我们中国人。” 肖长
江教授坦言，美国人与中国人
体质不一样，健康的指标也不
一样。按照中国高血压联盟的
反馈，不会追着修改我国《中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标准。

肖长江教授认为，美版新
标在中国存在一定的消极影
响，那便是让罗易维娭毑这样
的人群焦虑，担忧。“正面的意
义也有，例如对我们的警示意
义， 呼吁更多人健康生活，预
防高血压。”

良好生活习惯
是最佳“降压药”

“140/90的标准的话，国
人成年人高血压患者为2.7亿
左右。 如果按美国新标准，高
血压人数将猛增1亿左右，是
很可怕的数字。” 中南大学湘
雅三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江凤
林副教授表示。 记者了解到，
据长沙市疾控系统调查结果
显示， 每10个成人就有3个高
血压，可见长沙市高血压群体
也非常大。

江凤林副教授在常年的
接诊过程中，为高血压患者制
定了多条健康生活的“关键
词”。“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心态平
和、定期体检。”他介绍到。合
理的膳食结构可以软化血管，
从而达到降压的目的， 西红
柿、芹菜、黑木耳等都是不错
的食物。高盐饮食和高血压的
发病密切相关，肖长江教授强
调，按照医学健康标准，每天
吃6克盐就够了， 但我们湖南
不少居民每天会吃十几克，大
大超过健康标准。此外，饮酒
也会带来高血压隐患，高血压
患者不宜饮酒。 ■记者 李琪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近日从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获悉， 该校
思政理论课专任教师王金平的思政
课备受学生喜爱， 甚至出现“抢座
位”的现象，王老师的课也因此被学
生点赞为“真正的良心课”。据悉，王
金平老师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已近20个春秋，不但课上得好，科研
方面也成绩颇丰， 在核心及省级以
上学术期刊发表学术和教研教改论
文近30篇， 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或
项目10余项。

在王金平看来，“师者， 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也”，要有针对性地帮助
学生“释疑解惑”。王金平认为思政
老师必须深入到学生中， 与学生交
朋友，当他们的“知心人”，大家亲切
地称她“平姐”、“苹果老师”，她也获
得“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优秀个人”、学校“突出贡献
奖”等多项殊荣。

“讲活思政课，让学生爱上这门
课， 也是一名思政课老师该有的职
业精神和敬业态度。”她给自己立下
的教学目标是先“入耳”，后“入心”。
她说：“思政课是‘影响学生心灵深
处’的课程，要让学生真心信服，老
师就必须用心把情与理结合起来，
而不是简单的说教和灌输。”

在学生眼里，“苹果老师” 是一
个懂得“读心术”的人，是学生们可
亲可敬可信的知心朋友。 许多已经
毕业多年的学生依然与她保持着密
切联系， 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不顺
心的事儿、麻烦事儿，也依然会向她
倾诉，寻求帮助。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本报 11月 21日讯 近
日， 湖南省2017年普通高中
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研讨会在
长沙市明达中学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 为对接新高考，我
省多所中学已经开设“生涯规
划课”。 记者还从我省教育部
门获悉，我省关于加强普通高
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的指导
意见，也有望在明年出台。

生涯规划课：
了解兴趣+选择职业

18日，在长沙市明达中学
的一堂生涯规划教育课上，张
璐老师与大家共同观看了孙
杨成长的视频，并围绕“如何
将兴趣和职业实现统一”展开
了热烈讨论。随后，大家在一
个“兴趣岛”的游戏中，尝试寻
找自己感兴趣的岛屿。 课后，
张璐告诉记者，“我们希望在
课堂上能帮助大家了解自己
的人格特质和兴趣，以此帮助
自己更好地选择职业。”

湖南省教育科学院副院
长杨敏认为， 新高考的背景
下，需要学生学会选择，在生
涯规划课上，一方面要引导学
生认识自己的兴趣、 性格、职
业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让学
生了解高校专业和社会的用
工需求。“这样，高中生们才能
从专业所需、 职业需要中，去
选择最合适的选考科目。”

教学难点：
课程无标准，师资匮乏

在长沙市教育科学院副

院长孔春生看来， 新高考背
景下， 各学校要更加重视中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孔
春生表示， 目前学校的生涯
规划教育课程还处于起步阶
段， 没有课程标准和评价体
系 ， 师资也是应急培训上
岗， 专业性不强， 也缺乏系
统性。另外，在开展“职业体
验” 时也难以实现针对学生
的“一对一”指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
家长对生涯规划不甚了解。长
沙市明达中学校长曹建新坦
言：“新高考给了大家更多选
择权，但面对选择，很多家长
和学生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甚至还存在误区。”

成果分享：
导师制+职业体验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完
成生涯规划，湖南师大附中自
2010年起， 实行学生成长导
师制，使得学生的生涯发展有
一个每时每刻的导师，有效地
应对学生生涯发展动态变化
过程中的困惑。 在长沙县一
中，建立了“初中-高中-高校
协同生涯教育联盟”， 让学生
从初中就开始尝试职业体验。
明达中学组织编写了《高中生
涯规划》教材，并于今年5月出
版发行。现在明达中学的高一
高二学生每两周上一次生涯
规划课。学校还和企业、高校
等合力建设校外实践基地，定
期带领学生实践。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美国改高血压标准，中国人不必有阴影
专家说“这个新标准，并不适用于我们中国人” 良好生活习惯是最佳“降压药”

选一个好学校还是选一个好专业？

湖南多所中学开设“生涯规划”课
思政课“入耳入心”
学生抢着上

21日下午，隆回县荷香桥镇树竹完全小学，学生坐在崭新的课桌前学习。近年
来，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在当地实施精准扶贫， 改善了贫困山区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罗理力 摄影报道

课桌扶贫
惠及山区小学

本报11月21日讯 “没
有一个地方， 能像我的学校，
那儿的大树拥抱我似亲人；没
有哪一间房子，能像我的图书
馆， 带我进入童话般的世界”
……款款深情， 句句实意，孩
子们用笔和诗文，描绘了他们
心中最美的校园， 为母校庆
生。今天，长沙市芙蓉区育华
小学开展了“逐梦育华，与美
相遇”幸福教育开放活动暨建
校60周年师生作品展。400多
位嘉宾走进育华的校园，师生
家长齐参与，共同回顾这一个
甲子的峥嵘岁月。“辛勤耕耘
满花甲，桃李芬芳誉天下”，该

校知名校友、著名音乐家谭盾
先生委托其父亲为母校送来
了贺词，长沙市侨联为育华学
子 送 来 了 宝 贵 的 精 神 食
粮———2000册图书。

据介绍，育华小学创办于
1957年，现有12个教学班，600
多名师生。学校以“博·爱”为校
训，以“礼、智、乐”为学生培养
目标，以武术特色、心理健康教
育、礼仪教育为办学特色，培养
了具有良好文明素质、较强创
新意识、乐观的向上心态的育
华学子，持续多年获评芙蓉区
教育教学质量一等奖。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育华小学60年校庆“与美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