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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丈夫一碗面条，没过5
分钟他去世了，妻子罗欣（化
名）以为是自己的过错，一直
内疚， 向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心血管病专家江凤林副教
授“求证”。

寒冷的冬天， 对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来说，可不好过。老
年人作为这类疾病的高发群
体，甚至一度有“老人难得熬过
年”的说法。针对这样的现状，
1月9日， 湘雅医院神经内科
刘运海教授和贺威博士等多
位专家制定安全过冬锦囊。

【案例】
“三高”患者猝死
妻子自责

罗欣告诉江凤林， 丈夫
去世得非常突然,“他好几天
不舒服，浑身没劲，以为是感
冒，便没有送去医院。”

去世那天， 丈夫躺在床
上， 罗欣便煮了面条喂他吃
了。不过5分钟，人突然就去世
了。以为是自己的面条导致丈
夫离开，罗欣非常自责后悔。

江凤林了解情况后表
示，患者是死于心脏猝死。浑
身没劲不舒服，好像是感冒，
其实这就是心脏猝死的先兆
症状，及时送医，悲剧也许可
以不发生。

心脏性猝死是指急性症
状发作后，1小时内发生的以
意识骤然丧失为特征的、由
心脏原因引起的无法预料的
自然死亡。因为天气寒冷时，
人体内血管收缩，血压增高，
心肌一定程度缺血， 加上冬

天人们都不爱喝水， 这就造
成人体内血液黏稠度的上
升， 诱发心脏疾病的几率相
较于天气暖和时势必增加，
需要提高警惕。

【解读】
为何心脑血管病患者
难过冬

刘运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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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交感神经兴
奋，血压可能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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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还是呼吸道疾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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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冬季市民滞
留在室内， 生活不规律因素
可以诱发脑血管病的发生。

据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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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琪

本报1月9日讯 9日早上7点
30分， 长沙市中心医院住院部一
楼大厅内，一名急匆匆前来待产
的孕妇突然临产， 只短短几分
钟，就站在住院部大厅中将孩子
娩出，事发时，路过的多名医护人
员紧急参与救助， 并将其送往医
院产科进行救治。

“心急”宝宝
生在妈妈裤裆里

参与现场救助的长沙市中心
医院创伤、手外科护士朱继丽回
忆，当时她准备去上早班，还没
走进住院部一楼大厅，就听到呼
救声，然后看见一名女子双手撑
着腰站在大厅中间，地上还流了
一摊血，“是一名产妇在呼救，没
有家属陪同， 产妇的裤子脱了一
半，一名新生儿已经被娩出，兜在
了裤子里。”

路过的多名医护人员很快都
参与到救助中， 其中正好有妇产
科主任饶丽娟。 医护人员分工协
作，有的搀扶住女子，有的推来平
车，这时女子的丈夫才背着大包赶
到。大家一起将新生儿放在产妇胸
前，并盖上衣服进行保暖，合力将孩
子送往妇产科进行救治。

产妇杨女士今年32岁， 曾有
过顺产生育史，此次怀孕已经38周
多。1月9日清晨6点开始出现腹痛，
她以为不会生得那么快， 临近7点
多才和丈夫一起赶往医院，到达住
院部大厅时，丈夫发现有东西遗忘
在车上，于是回到车上取东西，留下
妻子一人站在大厅内。就在此时，杨
女士感觉宫缩加剧，孩子竟然很快
就生出来了，“多亏了这些医生，要

不然还不知道会怎样。”
目前， 杨女士精神状况恢复

良好， 宝宝出生时嘴唇发绀，目
前已被转入新生儿科接受进一
步观察和治疗。

二胎孕妈
更应留意分娩先兆

“二胎政策放开后， 大龄产妇
增多，危险性增加，像杨女士这种
有过顺产生育经验的女性，医学上
就叫做经产妇，她们一般比初产妇
生得更快。”长沙市中心医院妇产
科主治医师谭建福介绍， 初产妇
生产时间相对较长， 经产妇分娩
所需要的时间要比初产妇短得
多，时常会遇到“羊水一破，马上
就临盆”的窘境。“部分经产妇觉得
自己有过生育经历，很多方面都轻
车熟路， 主观上容易麻痹大意，更
容易发生院外分娩的危急情况。”

长沙市中心医院提供的数据
显示，2017年，该院产科分娩量近
4000例， 其中未抵达医院产科就
分娩的产妇有17人，院外分娩中，
经产妇占了14例。谭建福提醒，经
产妇临产前的症状主要有子宫规
律性收缩、 血性黏液、 羊水破裂
等，出现上述情况需尽快入院，准
备接生。

另外， 经产妇应定期接受孕
期检查，了解分娩先兆，提前为孩
子出生做好各项准备， 并在预产
期前两个月，避免长途奔波，以免
因路途遥远、 车程颠簸而发生未
经任何消毒和专业人员保护的院
外分娩， 给产妇和新生儿造成危
害。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汤雪

注意5件事，心血管患者“安心”过冬
冬季心血管疾病高发 每21秒就有一人死于中风 专家：控制情绪，适度运动

首先需要注意防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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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尽量控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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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每天都量
血压， 发现异常能及时处
理。

冬季疾病要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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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量运动是不能缺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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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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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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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国产疫苗
通过世卫预认证

由我国生产的双价口服脊
髓灰质炎疫苗（bOPV）和甲肝
疫苗（HAV）日前通过世界卫
生组织预认证。 联合国采购机
构现在能采购这两种疫苗用于
其他国家的疾病预防和控制。

“双价口服脊髓灰质炎疫
苗通过预认证对于全球消灭
脊灰行动来说是非常好的消
息。”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
处代办施南博士表示，2016年
实现了从三价口服脊髓灰质
炎疫苗到双价口服脊髓灰质
炎疫苗的转换， 大多数国家将
依赖于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和
双价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组
合以完成消除脊髓灰质炎工
作， 现在中国将助力这一必需
疫苗的充分供应。

甲型肝炎是一种病毒性肝
脏疾病。 疾病流行可呈急剧增
长态势， 并造成巨大影响和重
大经济损失。 接种甲肝疫苗是
抵御该疾病的最经济、 最有效
办法。

据悉， 预认证的一项重要
前提是疫苗生产国的国家疫苗
监管机构通过世卫组织评估。
作为我国疫苗监管机构， 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
计生委已于2011年和2014年通
过了世卫组织评估，为中国生产
的疫苗通过预认证奠定基础。

双价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
和甲肝疫苗通过预认证使得中
国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疫苗
数目达到4种。 ■据新华社

宝宝生在裤裆里，“天使团”紧急施救
提醒：二胎孕妈生得更快，别轻视分娩先兆

脑血管病患者怎样安全过冬？

1月9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陆前进教授（前）与研究员们在电脑前对细胞图片进行分析。历经23年持续攻
关，该院陆前进教授团队围绕红斑狼疮疾病诊治难题，揭示了红斑狼疮表观遗传发病机制的关键环节与分子；建立
了DNA甲基化诊断新技术，超过目前国际上所有实验室指标，突破现有的诊断瓶颈，提高了红斑狼疮的诊疗水平，
让“谈狼色变”成为历史。 记者 唐俊 通讯员 王建新 摄影报道

让“谈狼色变”成为历史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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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每21秒就有一人死于中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