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血管病泛指脑部血管的各
种疾病， 脑梗死和脑出血是最常
见的类型 ， 发病率高 、 死亡率
高、 致残率高， 主要表现为言语
不清、 口角歪斜、 肢体瘫痪、 头
晕、 走路不稳， 严重者可昏迷不
醒 。 脑梗死多在安静状态下发
病， 头痛少见； 脑出血多在活动
状态下起病 ， 伴剧烈头痛 、 恶
心、 呕吐。

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
压 、 冠心病 、 心房纤颤 、 糖尿
病、 高脂血症、 肥胖、 吸烟、 酗
酒 、 缺乏体力活动 、 饮食不合
理， 以及高龄、 遗传因素等； 脑
出血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长期高
血压以及高龄、 遗传因素、 脑血
管畸形、 脑肿瘤、 服用抗凝药物
等。 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积极治
疗， 有助于身体康复、 改善生活
质量。
●健康生活方式

□ 不吸烟 （吸烟者戒烟），
避免接触二手烟， 不饮酒或少饮
酒。

□ 超重或肥胖患 者 减 轻
体重， 将体重指数控制在18.5~
23.9 千克/米 2 。

□ 少吃肥肉、 动物内脏等

高脂肪食物， 炒菜少放油， 多吃
新鲜蔬菜。

□ 低盐饮食， 每日食盐量不
超过 5 克。

□ 坚持慢跑、 散步等活动，
建议每周 3~5 次， 每次持续 20~
30 分钟， 推荐中等强度， 具体安
排应根据自己身体情况而定。

□ 保持心情舒畅、 情绪稳定，
避免过度劳累， 保证充足睡眠。
●治疗与康复

□ 遵医嘱服药， 不要随意自
行停药， 如需调整药物， 应先咨
询医生。

□ 脑梗死患者严格控制血
脂、 血压及血糖； 脑出血患者平
稳控制血压。

□ 存在后遗症的患者， 应在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当康复训练。

□ 防止饮水呛咳导致肺炎。
□ 定期复查。

●急症处理
出现病情加重， 尤其是出现

下列症状之一， 应尽快到附近有
条件的医院进行救治： （1） 面部
左右不对称， 口角歪斜； （2） 平
行举起两只胳膊出现单侧无力；
（3） 言语不清， 表达困难。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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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

������一般来说， 近视超过 100
度就要及时佩戴眼镜。 有些
人担心戴眼镜后会加深近视
度数， 使眼镜变形， 其实这
种顾虑是多余的。 佩戴合适
的眼镜非但不会影响视力，
还能矫正眼睛的不足， 提高
视力， 减慢近视的发展速度。
有些人戴眼镜后近视度数反
而加深， 主要是由于不注意
保护眼睛所致， 并非是戴眼
镜造成的。

图 /文 陈望阳

近视后
及时佩戴眼镜

■健康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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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发生往往需要几年甚至
几十年时间， 但为什么很多人虽然年
年体检， 一旦被检查出患了癌症往往
都是晚期？ 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体检项目缺乏针对性
大部分早期癌症都没有特异性

症状， 只能够通过检查来发现。 但
是， 大多数人参加的体检都是比较
简单的健康体检， 这些体检项目并
不是专门针对癌症的防癌体检， 因
而不能发现早期癌症。 例如， 早期
肺癌需要通过胸部 CT 才能够发
现 ， 而绝大多数体检做的都是 X
线胸片检查， 而 X 线胸片是不能
发现早期肺癌的。 又如， 大肠癌只
能够通过肠镜检查发现， 而普通健
康体检中的大便常规、 肿瘤指标物
（CEA） 等检查均有可能漏诊； 食
管癌和胃癌只能通过胃镜早期发
现， 而 B 超或抽血是很难发现的。

二、 医生漏诊、 误诊
由于一些体检机构的医生和检

查者水平参差不齐， 甚至有些体检
机构雇佣没有任何资质的人员来做
体检，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举个例
子， 某患者曾经在北京一家三甲医
院确诊为外耳道胆脂瘤， 在等待床
位做手术。 过了几天， 他们单位组
织体检 ， 去的是一家体检连锁机

构。 该患者在做耳鼻喉专科检查
时， 医生居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
常， 尽管患者再三提醒， 但还是
没有检查出来。 所以， 检查人员
的水平对发现早期癌症也是非常
关键的。

三、 发现蛛丝马迹但未引起
重视

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比较
常见， 例如， 当体检发现大便潜
血试验 “阳性” 时， 医生一般会
建议进一步完善肠镜等专科检查，
但有些患者却不当回事， 没有及
时干预， 导致肿瘤不断生长， 等
出现了肠梗阻或肠穿孔时已经错
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还有些人

在体检时发现有结节、 息肉、 增生
等问题， 因为没有定期追踪复查，
一旦发生癌变就为时已晚。 早前因
为喉癌不幸离世的主持人李咏， 在
出现咽喉异物感、 咽痒等不适时未
引起重视， 也没有进一步做喉镜等
相关检查， 因为作为一名主持人，
出现咽喉不适的症状太 “正常 ”
了， 直到出现声音嘶哑、 吞咽困难
等症状时， 已经是喉癌晚期了。 因
此， 如果日常生活中或体检时发现
了异常， 一定要咨询医生或遵医嘱
做进一步检查， 尽早明确诊断， 尽
早干预治疗。

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
主治医师 曾维根

现癌症仍是晚期？
为什么年年体检

发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手发麻
的症状， 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会
认为是颈椎病引起， 事实上， 除了
颈椎病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疾病能
够引起发麻。 因此， 出现手麻等症
状时， 一定要尽早到医院查清原
因， 对因治疗。

腕管综合征 人体正中神经通
过腕管负责手部的运动和感觉， 当
腕管容积减小， 正中神经受到卡压
时， 就会引起中指、 食指和大拇指
麻木。 腕管综合征不仅可造成手部
的活动功能障碍， 严重者可导致永
久性残疾。

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炎 长时间
的高血糖会损害人体末梢神经的血
管， 导致末梢神经供养不足， 具体
表现为双手或双足麻木。 麻木范围
酷似手套和袜子的形状是糖尿病末
梢神经炎的特征性体征。

神经根炎 由于损伤、 局部压
迫、 肿瘤压迫、 放疗等原因致使人
体某一根神经发炎， 会产生相关部
位的运动障碍、 感觉神经障碍、 麻
木等。

脑梗塞 有一部分脑梗塞患者
也可以出现一侧手指肢端麻木， 有
时伴有同侧面部及下肢的麻木。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微创外科 刘莉

手术前患者都要禁食禁饮 ，
主要是为了防止胃内容物反流误
吸 。 胃和食管之间有个连接口 ，
称为贲门， 全身麻醉情况下， 这
个 “门” 是打开的， 患者的咽喉
反射、 呛咳反射在麻醉药物的作
用下也会消失。 这时， 一旦胃里
的食物发生反流， 容易进入气管、
肺部， 引起吸入性肺炎， 甚至窒
息。 因此， 禁食禁饮是所有手术
患者术前必须严格遵守的， 但具
体怎么 “禁” 还是有讲究的。

术前的禁食禁饮并不需要
“禁” 整夜。 术前禁食时间过长，
不仅患者有饥饿 、 口渴 、 烦躁 、
紧张等不良反应， 还可能会引起
胰岛素抵抗， 使血糖升高， 而高
血糖将明显增加术后感染、 并发
症发生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 术
前需禁食固体食物 8 小时， 牛奶
等软食 6 小时， 母乳 4 小时， 禁
饮 （水） 需 2~3 小时。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如术前 2
小时饮用少于 400 毫升清饮料 ，
既能保证及时排空， 又能供应足
够的糖，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患者
焦虑紧张等不良感受， 还能有助
于减少术后胰岛素抵抗。 清饮料
包括清水、 糖水、 无渣果汁、 碳
酸类饮料、 清茶、 及黑咖啡 （不
含奶）， 不包括酒精类饮品。 需要
注意的是， 胃排空延迟、 胃肠蠕
动异常、 急诊手术、 肠梗阻等患
者不适用。

湖南省儿童医院
麻醉手术科 禹二友

手术前
禁食至少 8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