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点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时间

段，所以，高血压患者运动应避开这

个时间段。 运动过程中严禁出现憋气

用力，否则会使血压迅速升高。 另外，

不要长时间让头低于心脏，不要做过

度弯腰或长时间上肢举过头部的动

作。 如感觉胸闷、气短、头痛、眩晕或

者有任何身体不适， 应立即停止运

动，测量血压。 还需要调整精神状态。

情绪焦虑、环境嘈杂、温度过高都会

引起血压波动，引发不良反应。

另外，服用降压药后运动有可能

引发血压突然降低。 为了防止运动时

出现低血压，患者可缓慢降低运动强

度，延长运动后的拉伸时间，不要突

然停止运动。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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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有此一说

本报讯 针对如何科学应对癫

痫的话题，7 月 3 日 （周三）14 时

至 15 时，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

博士上官亚菲，将值守本报“专家

坐诊” 健康热线，与广大读者进行

交流。

上官亚菲主任说，其实癫痫与

脑卒中一样，是神经内科常见疾病

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认为，

一旦出现浑身抽搐的情况多半就

是癫痫在作祟；只要脑电图正常就

肯定不存在癫痫；癫痫肯定会遗传

等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主要

是由于人们对癫痫缺乏相应的科

学认知所致。

癫痫是如何形成的？ 诱发癫痫

的高危因素都有哪些？ 应该如何正

确看待癫痫？癫痫患者发作期间，在

送医前患者家属可采取哪些应急处

理？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做好

癫痫的防治工作？ 针对此类问题，7

月 3日（周三）14时至 15时，读者

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微

信公众号后， 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在

贵阳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

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另外，本报将面向社会招募两

名患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

流，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电

话：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王杰）

周三，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癫痫 会不会遗传

●读者可拨打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报名电话：15885017798

热线预告

“刷牙时牙膏需要蘸水

吗？ ”“我听说要用软毛牙刷，

是这样吗？ ”“电动牙刷刷得干

净， 但我听说那样劲儿太大会

把牙刷坏是吗？” 相信很多人在

提及如何刷牙时都会有诸如此

类的一些疑问。

如何才能好好刷牙、高效刷

牙又不把牙齿刷坏？ 蘸不蘸水、

软毛硬毛、电动手动等，对于牙

齿刷得干不干净影响并不大，无

需纠结。今天就来帮大家给刷牙

“划下重点” 。

刷牙就是

清除“隐蔽”的牙菌斑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牙齿表面

会附着一层由唾液、食物、细菌混

合而成的膜样结构，称为菌斑生物

膜（“菌斑” ）。菌斑在相邻两颗牙

齿间隙、 牙与牙龈衔接处较厚，牙

齿光滑面较薄。菌斑是细菌得以在

口腔中驻扎、存活的主要形式。 有

的细菌“负责” 导致龋齿，有的则

负责引起牙周病。

我们日常刷牙、 用牙线的主要

目的就是清除菌斑。 菌斑在相邻两

颗牙齿的间隙、 牙与牙龈衔接处较

厚，是细菌附着的“重灾区” ，也是龋

病、牙周病的高发、始发区域。所以我

们刷牙时也应该注意这些区域。

刷牙要

“有面儿也有里儿”

有些患者说：“我每天刷牙很

认真，牙齿看上去也很干净，但是

怎么总是有龋齿。这些龋齿都在哪

里，我照镜子怎么都看不见，舔也

舔不到。 ” 因为牙齿解剖外形的原

因，牙刷的刷毛无法进入相邻两颗

牙齿的邻接面。殊不知我们在镜子

前观赏闪亮皓齿时，在我们看不见

的牙齿邻接面的细菌正 “卧薪尝

胆、暗中密谋” 。 这就需要借助牙

齿邻面清洁的工具。我们熟知的牙

线、牙缝刷都属于这种工具。 每次

在用牙刷刷牙之后，推荐使用牙线

清洁牙齿邻接面。 初次使用时，我

们会闻到口腔中散发出腐败的臭

味，那正是细菌被捣毁的“老巢”

的味道。

牙线会使牙缝变大？

大家普遍的一个误区是 “使

用牙线会不会导致牙缝变大” 。 这

个完全不必担心，我们的牙齿有着

天然的生理动度，也就是说正常状

态下，牙齿会有一些轻微的摆动范

围，此范围小于 1毫米。 每天使用

牙线可以大大降低牙齿邻接面的

龋病患病率。

“红白交界”区域

最易“藏污纳垢”

菌斑在牙与牙龈衔接处较厚。

除了牙齿邻接面， 刷牙时的另一个

重点即在此处。牙齿为白色，牙龈为

红色，二者衔接处我们称为“红白

交界” 。 因牙龈有一定厚度，在波浪

形的“红白交界”区域形成了一种

特殊的结构———龈沟。 龈沟处的菌

斑是牙周炎的“始作俑者” 。大多数

人的刷牙出血症状也源于此。 邻接

面有牙线、牙缝刷，那“红白交界”

区如何清洁呢？ 建议大家刷牙的时

候牙刷微微转向牙龈方向， 这样刷

毛可以伸入龈沟， 即上牙刷毛微微

冲上，下牙刷毛微微冲下，水平微微

颤动，即可清洁龈沟内菌斑。

刷牙避免“拉大锯”

切记要“面面俱到”

以往我们刷牙， 为了能更快地

刷干净， 很多人都会采用左右横向

大范围“拉锯式”刷法。这样看似刷

得干净，“棍扫一大片” 。 但此法有

诸多弊病。首先，“拉锯式”横刷，并

不能把牙齿刷干净， 因为快速大范

围横刷时， 刷毛无法有效伸入牙齿

侧面及龈沟处，而是匆匆而过。

其次，刷毛会将靠近牙龈部分

的牙面刷出“凹槽” ，形状类似砍

树过程中在树根处留下的三角形

切迹。 这种磨损会导致牙齿敏感，

严重者会暴露神经引发疼痛，甚至

导致牙齿折断。 为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推荐转圈刷牙法或水平颤动

加上下拂刷。

牙齿暴露在口腔中有五个面，

咬合面、外侧面、内侧面、前侧面、

后侧面，并不因为有些面无法看到

就不会发生牙病。 相反，正是有些

面因为无法看到，刷不干净也不会

影响美观，会更容易引发龋病或牙

周病。 所以越是看不到的地方，越

应该注意认真刷到。

据《北京青年报》

正确刷牙 牙医给你划重点

刷牙时牙膏到底蘸不蘸水？ 用软毛刷还是硬毛刷？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

明，吃辛辣菜肴可以减少癌症、缺血

性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造成的早亡

风险，若吃一些生辣椒，患Ⅱ型糖尿

病概率也会下降。

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少量的辣

椒调味，辛辣菜肴的摄入次数和上述

疾病风险也呈逆相关，即吃辣次数越

多，疾病早亡风险越低。 这一点在不

饮酒的人身上体现得更明显。此外研

究人员还首次发现， 与吃干辣椒相

比，生辣椒的摄入量多，Ⅱ型糖尿病

患病概率有所下降。

研究人员表示，生辣椒比干辣椒

营养更丰富，爱吃辣的人们不妨多吃

些生辣椒， 不仅可以预防糖尿病，还

能减少患多种生活方式病的可能。

据《生命时报》

多吃生辣椒

预防糖尿病

阿司匹林作为一个具有悠久

历史的药物，在临床应用已久。 阿

司匹林通过抑制血小板聚集起到

阻止血栓形成的作用， 在家

中常备阿司匹林的目的是

在急性心肌梗死发生时降

低患者的风险。

急性心肌梗死的典型

症状是心前区或胸骨后强烈

的压榨性疼痛，可向背部、左肩、颈

部、上腹部放射。 患者常伴有“濒

死感” 。 此时口服阿司匹林的剂量

是 300mg， 而且需要嚼碎服下，以

便快速起效。

有明确的冠心病、缺血性卒中

或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外周动脉

粥样硬化性疾病的患者，经过评估

以后可以长期服阿司匹林。服用方

法为一天 1 次， 一次 100 毫克，至

少在餐前半小时空腹服用。

即使服用阿司匹林也不能随

便服用， 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医师王非提醒，有出血倾向者不可

使用阿司匹林，大剂量口服阿司匹

林后应检查肝肾功能。

牙龈或皮肤经常出血者、血友

病或血小板减少症患者，近期做过

眼科、颅脑、内脏手术的人，禁用阿

司匹林；如果有严重肝、肾、心功能

不全， 活动性消化性溃疡不可用；

过敏体质者因其可诱发皮疹、哮

喘、血管神经性水肿或黏膜充血等

过敏反应， 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

用；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必须在医生

指导下服用。 据《生命时报》

阿司匹林 有出血倾向者不可用

健康小站

核心提示

寒冷刺激、 过度疲劳、睡

眠姿势不好、中老年人缺钙等

原因容易导致小腿爱抽筋。 中

医认为，治疗此症应以袪风除

湿、舒筋活络为原则。

方子： 取赤芍、 白芍、木

瓜、 伸筋草各 15 克， 甘草 10

克，水煎服，每日一剂。

伸筋草为石松的干燥全

草。 其味微苦、辛，性温，归肝、

脾、肾经，尤善通经络，有袪风

除湿、舒筋活络之功，适用于

风寒湿痹、肢软麻木、跌打损

伤、瘀肿疼痛等症状。 药理研

究表明，伸筋草醇提取物有明

显镇痛作用。 本方对寒冷刺激

导致的小腿抽筋效果较佳。

据《生命时报》

小腿抽筋

试试伸筋草

不妨一试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李文杰

表示，摄入足量、合理的蔬果非常重

要，可以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

维等营养物质。 此外，蔬果中还含有

植物化学物，如白藜芦醇、花青素、番

茄红素等， 对促进人体新陈代谢、预

防慢病有积极作用。

从饮食结构上来说，每天的膳食

应当包括薯类、蔬果类、畜禽肉蛋奶

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建议平均每

天摄入 12 种以上食物，每周 25 种以

上，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是平衡膳食

模式的主要特征。 并且提倡餐餐有蔬

菜， 推荐每天摄入 300~500 克蔬菜，

深色蔬菜应占摄入蔬菜总量的 1/2；

天天吃水果， 推荐每天摄入 200~350

克新鲜水果。

李文杰提醒， 蔬果要选择新鲜

的，变质的水果会对身体有害。 蔬菜

制作时可以先洗后切、 急火快炒，以

减少蔬菜中维生素的损失。

据《广州日报》

每天蔬果足量

有助预防慢病

高血压患者锻炼

不要憋气用力

医生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