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关

注 “贵阳晚报黔生

活” 微信公众号，有

健康问题随时问。

温权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科室主任、 副主任

医师。 1991年毕业于遵义医学

院医疗系。 2005年修业于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擅长重度颅脑损伤、 高血

压脑出血、颈动脉狭窄、

颅内肿瘤等疾病诊治。

现担任中华医学会

贵州神经外科学分会常

委、贵州省抗癫痫协会

常务理事、 贵阳市

医学会神经外科分

会常委，贵州省脑卒

中预防与控制专业

委员会委员，贵阳

市职工互助活

动医学专家等

职。 中国民革

党员。

坐诊时间：

每周二上午

坐诊地点：

博 爱 路 97

号院区门诊 5

楼， 神经外科

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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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专家解答

下半身麻木

多与腰椎有关

读者： 我外公今年 70 多岁

了， 患有高血压和脑梗塞 10 余

年，期间接受过手术治疗。但近期

下半身出现了麻木， 并伴有一定

的疼痛感。 请问这是不是脑梗造

成的后遗症？

专家温权：从您所述的情况

初步判断与脑梗的关系不大，因

为通常脑梗患者严重时多表现为

身体一侧有症状，如果是整个下

半身都存在麻木，很可能是腰椎

出现了问题。

建议到医院做系统检查找出

病因。 同时建议，要注意一些基

础疾病的治疗，如您外公还患有

高血压，该病如果控制不好，也会

加重脑梗的病情。

脑梗患者

需坚持康复治疗

读者： 我舅舅今年 60 岁，之

前突发过脑梗，经过多年的高压

氧、针灸等治疗后有好转，但现在

仍需要坐轮椅，请问他还可以站

起来正常走路吗？

专家温权：从您描述的情况

初步判断，您舅舅脑梗塞的面积

较大，否则不可能经过多年治疗

如今还不能下地行走。 也正是因

此，不排除在脑梗塞的影响下，您

舅舅的部分脑功能出现丧失的情

况。

建议依据自身的实际病情，

在医生的指导下，继续坚持相应

的康复治疗，如此是有望恢复部

分生活自理能力的。 此外，要注

意二次脑梗的发生，特别是在日

常生活中，饮食要以清淡为宜，同

时做到忌烟酒。

常头晕目眩

可能为中风前兆

读者：我今年 50 多岁，我血

脂有些偏高， 还曾有过头晕、目

眩，并伴有耳鸣的症状，到医院进

行过一段时间治疗， 症状有所好

转。请问这些不良症状，是否是中

风的前兆？

专家温权：头晕、目眩也要看

其程度大小，如果经常如此，且持

续时间较长，甚至影响正常出行，

那就有可能与脑供血不足有关，

属于中风的前兆表现。

建议先到医院做一个颈动脉

B 超检查，看是否存在斑块，同时

应该继续坚持控制好自身的血

脂。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坚

持锻炼，保证您的心肺功能一直

能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减少出

现中风的可能。

市一医神经外科专家值守本报“专家坐诊”时建议：

远离脑梗塞 从日常生活入手

少盐、降油、戒烟……控制原发疾病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可以未病先防

温权主任说， 如今随着诊疗水

平的不断发展， 应对脑梗塞的治疗

方法也层出不穷， 颈动脉内膜剥脱

术就是其中之一， 该方法对许多潜

在脑梗塞患者，可达到治未病（未

病先防）的效果，即患者还未突发

脑梗塞， 就能提早优肯地解除该病

的发生。

温权主任表示， 经大量病人资

料的总结来看， 大多数脑梗塞患者

的颈动脉内壁会存在斑块。此时，由

于附着在颈动脉内壁的斑块极不稳

定，且不停生长，一旦斑块脱落，就

会顺血流方向流入脑部， 最终就会

形成血管堵塞，即脑梗。

即便颈动脉内壁的斑块没有脱

落，随着斑块的不断增长，也会引起

颈动脉的狭窄。 要知道颈动脉是大

脑供血的主要通道，一旦出现狭窄，

就会导致供脑血流量减少， 造成脑

缺血， 之后同样会产生一系列的脑

缺血表现，如头昏、眩晕、视力下降、

行走不稳、偏身无力等。

为此，对于经颈动脉血管 B超检

查，发现颈动脉内壁存在斑块的潜在

脑梗塞患者，在未发病前，便可借助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将沉积在颈动脉

内壁的斑块取出，然后恢复颈动脉的

结构，从而从根本上预防了因斑块脱

落而导致的脑梗及脑出血。

温权主任说， 其实该技术在国

外开展已有 50余年的时间，美国平

均每年都会实行该手术 20万余例，

经几十年的发展， 目前该项技术在

预防脑卒中方面效果明确。

虽然我国早在十余年前也引入

了该技术， 但很多脑梗塞患者对其

知之甚少， 原因在于这些患者的预

防脑梗塞的意识不足， 甚至有的患

者认为， 脑梗塞只有病发后再治疗

才是有效的。 这样的观念是极为错

误的， 就如同早年很多心肌梗死的

患者一样，在未接触支架技术前，也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心梗一样。 如今

有了支架技术，便可在心梗发生前，

将支架植入体内， 极大降低心梗的

发病率。

仅是控油还不够

多方防控是关键

有的人认为， 遭遇脑梗塞就是

因为血脂过高所致， 所以只要吃素

就能很好地避免遭遇脑梗塞，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温权主任解释说，虽

然高血脂是诱发脑梗塞的一个因

素， 但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同

时， 饮食结构也并非影响血脂的唯

一因素，如遗传因素、先天因素等都

有可能影响血脂。此外，只吃素食不

仅会导致人体营养失衡， 而且还会

影响蛋白合成， 对身体健康也是无

益的。

温权主任表示， 任何一种疾病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脑梗塞也不例

外。为此，想要预防脑梗塞就需要从

生活中入手， 做到多面全方位的防

控才行。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方式， 如每周锻炼 3次以上， 每次

30 分钟以上。 锻炼的方式也有很

多，如散步、保健体操、练太极拳、气

功、 慢跑等活动， 不同年龄段的群

体， 可依据自身身体的实际情况进

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患有

脑梗塞的患者来说， 不主张从事过

于剧烈的运动。

在饮食方面， 应做到多样化和

营养平衡，不要过食偏食，要尽量荤

素搭配、粗细搭配，糖分不要过多，

脂肪摄入适当，蛋白质必须保证，维

生素应该丰富，微量元素不能缺少，

盐分应该限制。 如主张多食新鲜蔬

菜、水果，适量吃鱼；每日饮 1 至 2

份鲜牛奶， 牛奶中含有活性钙等营

养成分，如此可有效预防脑梗塞。

当然，还应做到戒烟限酒，特别

是对有饮酒习惯者， 男性每天喝白

酒不能超过 １ 两， 啤酒不超过 1

瓶，红葡萄酒不超过 4两；女性则可

为男性量的一半。

同时， 还应保持一个良好的心

态，按时起居，避免过度疲劳，如工

作、 看书或打麻将都不能持续时间

太长；此外，还应节制性生活，尤其

是对血压过高

者及已患过脑

梗塞的患者来

说，则更应控制

性生活的次数。

此外，保持

大便通畅对于

脑梗塞患者也

是极为重要的

一点。 因为便秘

者常常情不自

禁用力排便，而

因过分用力可

使腹压增加，进

而导致血压骤

升、 脑血管破裂

而产生脑出血。

建议有便秘者，

可适当饮一些蜂

蜜水，或每天用

少量大黄泡水

代茶饮用，以促

使大便通畅。

6 月 11 日，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科室主任、副主任医师温

权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时

表示，要想远离脑梗塞，就必须从日

常生活入手，做到少盐、降油、戒烟，

以及控制原发疾病。

温权主任表示，脑梗塞是脑卒中

的一种，系缺血性脑病，又俗称脑中

风。 诱发该病的原因有很多，如血管

因素、血液因素、全身情况、心脏原

因，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同时，长

期吸烟、高血压控制不佳甚至不正规

治疗、 长期糖尿病患者和痛风患者，

以及肥胖人群等，均是脑梗塞的高危

发病人群。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

加，人体的血管弹性和血管内膜的光

滑性均会随之降低，此时在上述各种

诱发因素的影响下，就易诱使脂质在

人体的血管内壁沉着，进而导致人体

血粘度的升高和血栓形成，这也是为

何中老年人容易患该病的根源所在。

一旦患上脑梗塞，不同患者会出

现如头昏、短暂性意识丧失、失语、口

角歪斜、突发性失明、偏身无力（偏

瘫）等病症表现，严重者甚至因此而

危及生命。 要想远离脑梗塞，就一定

要从生活入手， 远离其高危因素，做

到少盐、降油、戒烟，以及控制好如高

血压和糖尿病等原发疾病。

此外，脑梗塞作为一种慢性发展

急性发作的脑血管病， 具有发病率

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一旦

患者出现疑似脑梗塞的表现，一定要

第一时间争分夺秒赶赴医院进行抢

救。

据了解，目前我市以贵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为依托，早在两年前就已开

始积极打造脑卒中平台，如今在 120

急救中心配合下，医院已开通脑卒中

绿色通道，可实现对脑梗病人在接诊

1 小时内给予溶栓治疗，以此极力挽

回患者的生命。

黄星 本报记者 王杰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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