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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搏会引起心肌炎吗？
六石街道许先生来电询问：我今年 26
岁，经常感觉心跳有一停一停，查过心电
图，是“频发室性早搏”。请问：是不是很
严重？早搏会不会引起心肌炎？
市人民医院心内科金美娟主任医师答：
青年人发生早搏大多为功能性，不会太严
重，如果通过检查确定心脏无器质性病变，
可以不必治疗。建议做动态心电图等检查，
以明确性质。室性早搏不会导致心肌炎，但
心肌炎可以导致早搏。即使是心肌炎导致的
早搏，治疗上也不是针对早搏，而是针对心
肌炎的，除相应的药物治疗外，以休息和加
强营养为主。

小脑出血该如何治疗？
歌山镇王女士来电询问：我母亲上周一
早上 5 点多突然发生头晕、呕吐、眼发黑等
症状，住进医院。检查发现小脑出血，还好
现在没有瘫痪，但是血压高，200 多，医生
叫她不能动，血压还是没下降明显。请问：
该如何治疗？
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徐冬娟主任医师
答：小脑出血是高血压脑出血的一种类型，
除了出现头痛、恶心、呕吐外，眩晕是特
征，可伴或不伴有偏瘫。小脑出血如出血量
大，要考虑手术治疗，一般情况宜保守治
疗。头痛及血压升高都提示颅内压高的存
在，所以目前阶段应用甘露醇、人体白蛋白
脱脑水肿为主。以上情况，病人住在医院里
医生都会处理。家属应配合的是尽量让病人
卧床少动，度过急性期后，认真服降血压
药。如果发病前将血压控制，那就可以避免
了这场灾难了。

市疾控中心全面提升预防接种规范性
本报讯 “如果打完疫苗，出现过敏
反应，你会如何应对？
”
“孩子要入学，发
现很多疫苗针未打，前来咨询，这时应如
何处理？补种疫苗的顺序是怎样的？”这
是日前两年一度市预防接种知识竞赛中模
拟日常工作比试环节的场景。经过笔试、
实践的激烈较量，来自中医院、横店医
院、湖溪卫生院等接种门诊的 16 名医生
获得个人奖项。
这是市疾控中心打好组合拳，全面提
升预防接种规范性的一项缩影。预防接种
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预防
接种的规范性是全方位确保人民健康的关
键一环。“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市疾控中心负责人说，虽然从
前期检查情况来看，我市未采购、使用问
题狂犬疫苗和百白破疫苗，但在新形势
下，提供更为科学规范的预防接种服务，

已经刻不容缓。
组合拳一：全面督查 及时整改
今年 8 月，市疾控中心组织了精干力
量，积极部署，对全市各预防接种门诊开
展系统的督导和检查。各预防接种门诊也
迅速开展了自查自纠工作。
8 月 8 日至 12 日，市疾控中心实地抽
查部分预防接种门诊，
针对其疫苗采购、验
收入库、运输存储、冷链监测、疫苗报废、预
防接种记录等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工作
人员在督查中发现，部分单位存在接种记
录信息不完整、记录不规范等问题。
针对发
现的问题，督导组当场提出整改措施。目
前，相关接种门诊均已经按照要求完成整
改工作，
并确保记录和信息的完整准确。
组合拳二：加强培训 提升业务水平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预防接种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适应新变化，市疾
控中心充分运用培训这一重要的抓手，不
断提高预防接种一线医护工作者的整体素

义乌商贸城叶女士来电询问：我母亲
61 岁，近期经常头昏，曾有昏厥，心超提
示为主动脉瓣二叶畸形，瓣叶增厚，回声增
强，开放受限。请问：这种情况严重吗？需
要怎么治疗？
市人民医院心脏外科陈立军主任答：主
动脉瓣二叶式畸形 （正常为三叶） 的患者，
其主动脉瓣的“老化”得特别早，容易出现
主动脉瓣狭窄或者关闭不全、感染性心内膜
炎，可导致心衰、心绞痛、晕厥甚至猝死。
一般在 40 多岁-60 岁之间，迎来需手术的
高峰期。主动脉二叶式畸形、主动脉瓣狭窄
一旦引发症状 （如晕厥），则应该尽快考虑
手术。据国外早年的调查，如果不手术，出
现晕厥后，2 年死亡率可能达 50%。对于主
动脉二叶式畸形所致的主动脉瓣狭窄并导致
症状者，首选外科手术。你母亲应属这种情
况。
通讯员 李斐铭整理

预防出生缺陷
检查不可或缺
□通讯员 苟子龙
9 月 12 日是全国第 13 个“预防出生缺
陷日”。很多人觉得出生缺陷离自己很远，
并不在意，其实不然。出生缺陷也称为先天
发育异常、先天发育畸形，是指由先天性、
遗传性和不良环境等原因引起的出生时存在
的各种结构性畸形、功能性异常的总称。在
出生缺陷患儿中，遗传性出生缺陷约占 1/
3。我国属于出生缺陷高发国家，出生缺陷
发生率高达 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人口
近 100 万人，已严重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经
济建设及社会发展。
市妇女儿童医院公共卫生保健部部长钱
萍芳副主任医师介绍说，据目前研究结果，
已知可预防的出生缺陷根据其发生原因可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孕期微量营养素的缺乏，
主要指碘缺乏和叶酸缺乏，碘缺乏造成地方
性克汀病，叶酸缺乏造成神经管畸形。第二
类是致畸因素，重要的有孕期感染，许多病
毒感染在孕前 3 个月到孕初 3 个月可导致卵
子畸变，胎儿畸形，发生越早对胎儿损害越
大。第三类是遗传因素，多基因缺陷如先天
性心脏病、神经管畸形和唇腭裂等。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政府均在
努力推广三级预防措施，以减少新生儿出生
缺陷的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的整体素质。
一级预防：主要在重点人群中推广，以
减少常见、重大出生缺陷为目的。这些措施
包括婚前检查，禁止近亲婚育；孕前保健，
加强一些必须营养素 （叶酸） 的补充；避免
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加强孕期指导，严格
控制孕期用药等。
二级预防：是指实行产前筛查和产前诊
断。对筛查出有出生缺陷的胎儿，经科学论
证，必要时建议孕妇做引产手术终止妊娠，
以减少发育缺陷胎儿的出生。
三级预防：是指在部分地区试行新生儿
和婴幼儿体检。对缺陷患儿采取及时、有效
的诊断、治疗和康复，提高患儿的生活质
量，防止病残，促进健康的措施。但预防工
作的重点是一级和二级预防，即婚前、孕前
和孕期干预。

质，加强预防接种门诊和预防接种室规范
化管理水平，为更好地开展免疫预防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月 21 日，重点人群预防接种与异
常反应沟通处置激情培训班在我市开班，
来自省疾控中心和杭州市疾控中心的专家
重点讲解了特殊人群接种建议、疫苗的
AEFI 监测及处置方法、异常反应沟通处
置技巧等内容。
8 月 22 和 23 日，市疾控中心举办了
2018 年 预 防 接 种 和 犬 伤 处 置 岗 位 培 训
班，内容涵盖疫苗与免疫程序、预防接种
工作规范、疫苗和冷链管理、狂犬病暴露
处置规范、预防控制技术指南等。全市
130 余名医护人员参加培训。
“通过一系列活动，我市预防接种的
服务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市疾控中心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市疾控中心将持续
开展督查行动，不断丰富培训形式与内
容，确保人民群众预防接种安全规范。

花园村里也能
办考驾照体检

主动脉瓣畸形怎么办？

12 日，花园田氏医院体检
中心内，准备考驾照的人员在接
受体检。9 月开始，花园田氏医
院体检中心与相关部门对接，专
门开设了驾驶员体检服务，周边
群众不用跑到城里进行考驾照体
检，只需带上身份证来这里按标
准进行体检，便可现场拿到体检
报告单。
记者 包康轩 通讯员 王江红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隆胸手术、眼皮手术、脸部整容、脸
部填充、吸脂术、鼻部手术等整形美容手
术已变成一种时尚并且逐年升温。手术后
都会有一段肿胀过程，有些求美者爱美心
切，以极不妥当的方法处理整形美容手术
伤口，导致得不偿失。市红十字会医院整
形美容中心主任卢敏华主任医师说，一般
美容手术切口部位都要经历炎症反应、细
胞增殖、结缔组织形成、切口收缩、创口
重新塑形几个阶段。减轻肿胀程度和缩短
肿胀时间，是每位整形美容医生和求美者
特别关注的问题。
卢敏华介绍，想要减轻肿胀程度和缩
短肿胀时间，大家需了解一下引起整形美
容术后水肿的原因。
输液较多或过快：短时间内血管增加
了大量低渗性细胞外液，皮下结缔组织疏

松，伸展性较大，当体内液体 （主要是细
胞外液） 过多时，很容易在此积聚而导致
水肿，一般水肿在术后 20～48 小时才会
消退。
血浆液体渗压降低：在水肿的形成
中，胶体渗透压也起着重要作用。手术中
静脉压力增高，淋巴回流受阻，于是含蛋
白的淋巴液不能正常地进入血液循环而在
组织间隙内积聚，使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
而组织间液的胶体渗透压增高。
静脉压力增高回流不畅，便有较多的
液体从血管内弥散到组织间隙中，促进了
皮下水肿的形成。另外，术前血浆蛋白含
量低于正常不足 38%，一般来说，血浆
蛋 白 降 至 29% 时 ， 组 织 水 肿 就 可 以 出
现，不同程度地稀释了血液，降低了其胶
体渗透压，也是水肿的原因之一。
体位：血液动力学受重力的影响，下
垂部位毛细血管内流体静脉血压较高，液
体容易滞留。例如眼整形术后，取侧卧或

今年 9 月 10 日是第 16 个世界预防
自杀日，主题是“携手同行，预防自
杀 ”。 在 我 国 ， 自 杀 是 第 五 位 死 亡 原
因，也是 15～34 岁人群的首位死亡原
因，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严重的心理
创伤者大约有 150 万人，其中有 16.8 万
是小于 18 岁的孩子。
为什么会自杀？自杀有 8 大危险因
素，包括抑郁症、自杀未遂史、急性应
激强度大、生命质量低、慢性心理压力
大、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
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自杀
行为等。其中，重度的抑郁症是自杀最
常见的原因，当然，冲动性自杀也是导
致自杀死亡的一个常见原因。
如何合作预防自杀？建议从个人层
面、学校层面、医院层面和社会层面等
合作预防。
个人层面：如果你认识想要自杀的

人，请做到：耐心的倾听，真诚的回
应，温柔的陪伴，减少他或她的焦虑，
让他或她感觉得到了理解；鼓励当事人
向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心理咨询师或社
会工作者等寻求帮助；如果你认为当事
人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不要将其单独留
下，并马上向急救服务、危机热线或卫
生专业人员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你感觉很不开心，生活很辛
苦，请记住：你并非孤立无援，有人能
够帮助你；同信赖的家人、朋友或同事
谈谈自己的感受；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
或心理咨询师等聊聊；如果认为自己有
自残或者自杀的冲动，请马上联系急救
服务或者直接前往卫生专业机构。
学校层面：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必
修课，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教给学生自
我情绪调节的方法，将珍惜青春生命、
憎恨自杀行为作为一个基本价值观念，
根植于学生头脑。
医院层面：从心理健康工作者延伸

侧斜 （45 度） 卧外侧 （眦） 也有差别，
处于较低位置水肿更重，且出现时间早而
消退晚。
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感染：手术消毒
不严谨或术后护理不当，引发细菌繁殖会
被感染，感染的伤口会红肿化脓。
饮水：伤口在恢复期因静脉回流障
碍，睡前大量饮水会导致毛细血管扩张而
引起伤口处皮肤水肿。
针对整形美容术后水肿原因，卢敏华
提到，整形美容医生会采取常压麻醉，合
适的精准缝合术，尽量给求美者少量静脉
滴注液体，针对恰当的切口位置叮嘱求美
者对应恰当的体位，如眼整形术后为避免
水肿的形成就要求求美者采取高体位。手
术结束至术后 48 小时内提醒求美者进行
冷敷处理，冷敷可以减少术后的渗血、减
轻组织的肿胀程度，也可降低淤青出现概
率。每次冷敷 20-30 分钟，4-5 个小时
敷一次即可。

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

至所有卫生工作者，包括医生、护士，
甚至是牙医和理疗师都必须接受预防自
杀的相关培训，发现并积极处理病人的
不良情绪。
社会层面：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素
质，普及心理卫生常识，普及有关预防
自杀的知识，建立社区心理咨询和心理
保健系统；加强自杀工具的管理，如武
器管理、有毒物质的管理、对危险场所
的管理等；建立预防自杀的专门机构；
控制自杀个案的媒体报道。
我市现已在市区中山路 80 号开设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由市第七
人民医院提供技术支撑，并已开通心理
咨询热线：86800120。
愿在各界携手共同预防自杀后，每
一个生命都可以被世界温柔的对待。

公共卫生

□通讯员 戴文娟

秋天容易长膘。秋天一来，众多爱美人
士的减肥“大任”变得沉甸甸，各尽所能。
中医减肥是目前十分流行的一种减肥方法，
备受爱美人士和注重保健的人群推崇。
据市名中医、市中医院针灸推拿保健中
心主任韦莉莉主任中医师介绍，肥胖不仅影
响个人形象，而且可能诱发心血管、高血
压、高血脂等疾病，正所谓“肥胖生百病”。
现代医学认为，单纯性肥胖多伴有内分泌紊
乱，各种激素，尤其是胰岛素、性激素、肾
上腺皮质激素等异常，可通过针灸来调理内
分泌，使之趋于正常；另一方面，中医从脏
腑辨证分析，肥胖主要与肝脾肾三脏功能有
关，通过针灸可以达到调理脏腑，使肝脾肾
脏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取得整体减肥效果。
针灸减肥是对机体的一种调整，需要在
反复治疗、不断强化中建立一个新的代谢平
衡状态，并培养良好的饮食及运动习惯。所
以，针灸减肥需根据患者具体的肥胖症状和
程度来分步骤、分阶段、分疗程进行，这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般需要坚持一个月
以上的持续治疗才能有效。
所谓穴位埋线减肥，指的是用特殊的蛋
白线埋在相应的穴位处，让它代替针灸的小
银针不断刺激这个穴位，一段时间后蛋白线
会液化、溶解并被人体吸收，
之后可根据需要
再补埋线。如果想效果更好，毫针、耳针、埋
线、埋针、穴位注射等针灸方法可灵活组合运
用，
有时还可以配合拔火罐，
祛除身体里的湿
气，
疏通经络。另外，
中医减肥方法除了针灸
减肥外，
还有按摩减肥、中医膳食减肥等。
近年来，
中医减肥备受青睐，
与其优势密
不可分：
一是方法自然、安全可靠。中医传统
疗法，
通过调动人体内的正气，
促进新陈代谢，
相对安全，
毒副作用小。二是注重整体、效果
持久。中医减肥注重脏腑代谢功能的调整，
不
是单纯用
“泻下”
或是
“饥饿”
方法，
不会出现因
减肥而导致的厌食症、消瘦症、肠功能紊乱症
及月经失调等病症。三是辨证为先，因人而
异。在辨明肝胃积热、脾虚湿阻、脾肾两虚及
肝肾阴虚的情况下，
进行对症治疗，
所以不会
出现
“实者更实，
虚者更虚”
的减肥弊端。

看懂血脂报告中的“玄机”

愿每一个生命被世界温柔以待
□通讯员 蒋军生 蔡俊男

中医减肥受青睐

[ 健康你我聊 ]

求美心切，伤口消肿有讲究
□通讯员 陈兴芳

7

“秋风起，长膘忙”

督查+培训+竞赛

□记者 陈云 通讯员 陈爽

健康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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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查血脂，可预防或知晓是否患有
动脉硬化、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疾
病。因此，血脂检查也成了心脑血管病防治
中的重要检查项目。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它
包含的项目的真正含义呢？市人民医院巍山
分院检验科主任蒋新良就此作简要讲解。
血脂化验通常包括最重要的四项指标：
总 胆 固 醇 （TC），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
（LDL-C） ，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
（HDL-C），甘油三酯 （TG）。其中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LDL-C） 又被叫做“坏胆
固醇”。它能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而
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总胆固醇 （TC） 主要包括胆固醇和胆
固醇脂。指标说明：血液中所有脂蛋白所含
胆 固 醇 的 总 和 ， 正 常 值 ＜5.72 mmol/L。
总胆固醇并非固定数值，会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相应升高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则会随年
龄增加而降低）。该指标受食物的即刻影响
较小，是血脂升高的“主因”。它是形成动
脉粥样硬化的病理基础，因此我们建议超过
40 岁后每年需要检查总胆固醇变化。
甘油三酯（TG）是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形
成的脂肪分子，
是血脂中的一个主要成分，
也
是日常检查中常检测的一个指标。甘油三酯
正常值范围为：男性：0.45～1.81mmol/L，女
性：0.40～1.53mmol/L。甘油三酯的临界水
平规定为：
1.70～2.26mmol/L。
坏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功能是把胆固醇运
输到全身各处细胞，运输到肝脏合成胆酸，
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过高，很容易引起动脉粥
样硬化，导致冠心病的风险。因此它被称为
“坏胆固醇”
。
化验单上的正常值范围是针对健康人
的。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三种其
中任意一种，再加上有吸烟、肥胖、年龄大
于 45 岁中的一项，“坏胆固醇”的值至少应
该控制在 2.6mmol/L 以下。一旦高于这个
数值，尽管化验单上没有上升箭头，体内的
“坏胆固醇”已经成为威胁健康的“隐形炸
弹”
，极易引发心梗和中风等严重问题。
好血脂：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穿透动脉内
膜，
将沉积的胆固醇清除后运送出血管壁，
促
进胆固醇代谢，并修复血管内皮破损细胞以
恢复血管弹性，
可以对血管有一定保护作用，
因此被看做清道夫。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相对比，它也被称为“好的胆固醇”。因此这
个指标略为偏高问题不大，反倒是偏低要引
起警惕。糖尿病患者 HDL-C 的目标值：男
性＞1.0 mmol/L，女性＞1.3 mmol/L。
通讯员 吴蓉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