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日 贵医大附院专家

谈糖尿病的防与治

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与专家面对面，报名电话：1588501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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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

年龄日趋年轻化， 尤其是心肌梗

死，频频发生在青壮年人群中。 是

什么原因导致正值盛年的中青年

发作心脏病？ 近日，发表在《美国

心脏病学会杂志》 上的一项回顾

性研究给出了一些答案。

研究发现，在 60 岁以下的中

青年中， 男女患上心梗的主要风

险因素不同，女性以糖尿病、高血

压、肥胖为主；男性以血脂异常和

吸烟多见。 这项研究结果与我们

接诊的中青年心肌梗死患者特点

基本一致。

临床上，60 岁以下心梗男性

患者几乎全部为吸烟人群， 大多

合并血脂异常， 这些人多数生活

习惯不良，除了大量吸烟、饮食油

荤无禁忌，往往还有久坐不动、熬

夜缺觉的坏习惯。小于 60岁的女

性，如果有糖尿病，再合并肥胖，

发生冠心病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

加。 由于 60 岁之前患糖尿病、高

血压合并肥胖的女性相对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 50 岁以上的绝经

后人群中，这就使得 60 岁以下中

青年心梗患者以男性为主。不过，

60 岁以下的女性如果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合并肥胖，发生心肌梗

死的风险要比同样情况的男性高

出许多。

无论女性的糖尿病、 高血压

与肥胖， 还是男性的吸烟与高血

脂，都是可控制、可治疗的风险因

素。 因此，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

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才能更好

地避免疾病。 如果已经患有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积极治疗，定

期复查， 也能减少心肌梗死发生

的可能。若是已经患有心肌梗死，

即使死里逃生， 再次发病的可能

性仍然极大， 更应严格遵循健康

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饮食、戒烟

戒酒、遵医嘱服药、定期复诊，以

最大可能降低再发病率。

据《生命时报》

男性以吸烟、血脂异常为主；女性以三高合并肥胖为因

中青年男女 心梗风险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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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恶心、呕吐，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是得了胃肠疾病。

不过，38 岁的陈女

士竟然是因为脑肿

瘤。 入院时，陈女士身体

条件已经很差，需用轮椅推

入病房，基本不能饮食。

陈女士两年前就反

复恶心呕吐，当初以为只

是简单的胃肠疾病，去药

店买药吃吃就好了，不过

并不见好转。她又去了医院检

查。 当地医院也认为是肠胃问题，

开点肠胃药， 输点液用来缓解一

下。陈女士经过治疗后症状有所好

转，但没几天原来的症状又反复出

现，恶心、呕吐又回来了，同时还阵

发性头疼。

一个多月前，陈女士的头疼突

然加剧，吃一点饭都容易吐，这次

到医院检查做了一次脑 CT， 高度

怀疑是脑肿瘤，被建议转院治疗。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三病区副主任医师钱海仔细阅读

了陈女士的核磁共振、血管造影等

影像资料，发现其左侧小脑半球有

一个类圆形的占位病变， 直径达

2.8cm， 初步判断为小脑血管母细

胞瘤，这也是导致陈女士反复恶心

呕吐的罪魁祸首。

钱海副主任介绍说，陈女士的

脑血管母细胞瘤体积大， 为实性，

供血丰富，毗邻脑干、小脑，已经压

迫周围脑组织及神经，导致颅内压

的增高， 同时刺激延脑的呕吐中

枢，而使患者经常出现呕吐、头疼

等症状。

经过反复术前讨论、多套手术

方案制备后， 钱海副主任决定为陈

女士实施开颅肿瘤切除术。术后，以

前困扰陈女士的反复恶心呕吐也大

为缓解。 目前患者已经平安出院。

钱海副主任提醒说， 临床上，

脑肿瘤的治疗需要根据患者病情

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但是越早治

疗，治疗的效果也会越好，延误时

间越长，脑肿瘤也会越大，治疗的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长期呕

吐不止，有头疼等症状，还没有发

现明确病因的患者需及时到正规

医院的神经外科检查，排查、治疗

脑肿瘤。

据《北京青年报》

反复恶心呕吐 脑瘤是祸首

医生：长期呕吐不止，有头疼等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院检查

孕妇吵架后 突发脑溢血

医生：妊娠高血压预防胜于治疗

今日提醒

口腔不卫生

嘴里会发白

疾病解析

29 岁的朱女士已怀孕 9 个

多月， 近日因家庭琐事与家人发

生争吵，情绪激动，随后不久感觉

头痛、呕吐。家人立刻将她送到武

汉市第四医院。 头部磁共振检查

显示，患者小脑出血危及生命，需

要立刻终止妊娠， 进行手术以挽

救孕妇及胎儿。近日，朱女士与孩

子得以平安出院。

医生事后得知， 朱女士在怀

孕 5 个多月时就在产检中查出了

妊娠期高血压， 因不算严重且没

有明显症状，全家人都没有在意，

后续产检也没有规范进行。 该院

神经外科赵焱医生分析， 患者可

能已存在脑部血管畸形， 怀孕时

又出现妊娠期高血压， 遇到情绪

激动时，血压一时飙升，脑血管破

裂出血而引发脑溢血。

赵焱医生介绍， 妊娠期高血

压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 临床表

现为高血压、蛋白尿、浮肿，严重

时会出现抽搐、昏迷，甚至发生母

婴死亡。妊高症的预防胜于治疗，

孕妇一定要定期接受产检， 勿吃

太咸或含钠高的食物，如腌制品、

罐头加工食品等， 在孕期要注意

调节情绪，切勿情绪波动过大。

据《武汉晚报》

“医生，我嘴巴里长了白

花纹，怎么办？”“别急，这是口

腔扁平苔癣。 ” 有不少人因为

颊黏膜处有大面积弥漫的网状

白纹， 或嘴唇上有白白的无名

物体而前来就医， 最终他们都

被确诊为“口腔扁平苔癣” 。

扁平苔癣是一种常见的

慢性炎症性的口腔黏膜皮肤

疾病， 它可以表现为网状、树

枝状、丘疹状、斑块状等病损，

好发于颊舌等， 不具有传染

性。 口腔扁平苔癣好发于女

性， 年龄一般在 30-60 岁之

间。 口腔扁平苔癣可由以下因

素引起：精神因素 （如疲劳、

焦虑、紧张）、免疫因素、内分

泌因素、感染因素、 某些全身

疾病 （感染、 消化道功能紊

乱）等，个人的口腔卫生差、喜

欢吃辣烫食物也会增加患病

风险。

口腔扁平苔癣有一定恶

变倾向，WHO 已将其列入癌

前状态。 虽然该病的一般癌变

率低于 1%，但是感冒、发烧、

发脾气等都可能加重或导致

其复发，所以即使已经控制住

病情，还是应该 3-6 个月定期

复查。 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尽量避免

口腔扁平苔癣的发生：1.保持

口腔清洁， 定期口腔检查；2.

少吃辛辣刺激食物， 不抽烟、

不喝酒、不嚼槟榔；3.保持乐

观；4.生活作息规律，少熬夜

等。 据《生命时报》

本报讯 3月 12日（明日）10

时至 11 时，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内分泌代谢病科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硕士吴丹荣，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

科学防控糖尿病的话题与广大读

者进行交流。

届时， 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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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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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还将面向社会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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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预告

许多老人闲来无事时会靠看电视

打发时间，英国一项新研究说，如果看

电视的时间太长，老人的记忆力可能

会加速衰退。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分析了英

国 3662名 50岁以上老人的情况。 分

析结果显示，老人们的记忆力在研究

期间都有下降，但是看电视时间较长

者的记忆力下降更为明显。 那些每天

看电视时间不到 3.5小时的人， 语言

记忆力下降 4%至 5%； 那些每天看电

视时间超过 3.5小时的人， 语言记忆

力下降 8%至 10%。

研究人员认为，看电视通常会让

大脑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状态，减弱了

大脑的活动， 从而导致记忆力下降。

研究人员呼吁老人控制看电视时间，

并适当做一些有益大脑的活动。

据《健康报》

老人看太多电视

可能影响记忆力

皮肤， 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往

往可以最直观地告诉我们身体的变

化，过敏了会起湿疹、皮炎，吃得太油

腻会加重痤疮……身体的一些小病

小痛通过皮肤就可以显现出来。 其

实，内脏有问题，皮肤也会发出警示

信号。

成年人中瘙痒的患病率约为

8%。在 65岁以上人群中，瘙痒的患病

率很高， 至少 50%的 70 岁以上人群

长期发作令人烦恼的瘙痒症。 目前，

约 10%-50%的患者都可发现潜在病

因的系统疾病，比如糖尿病、甲状腺

疾病等内分泌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

病、肾脏疾病、贫血或肿瘤。 需要注意

的是，实体瘤导致皮肤瘙痒的几率比

较低，但在某些血液肿瘤、淋巴瘤中

的发病率可高达 50%-100%。此外，部

分抗肿瘤药物也会引起瘙痒。

据《生命时报》

皮肤瘙痒

或是内脏出问题

有此一说

“老掉牙” 影响进食，高血压带

来中风、心梗风险，它们都会降低老

年生活质量。 不仅如此，这两者还是

相关的。

“老掉牙” 为何跟高血压有关系

呢？ 其实，发炎牙龈与牙石细菌接触

的一侧是处于溃疡状态的，这样的慢

性炎症长期存在会影响全身健康，包

括引发高血压。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

一项研究调查了 1341 名绝经后患者

发现，缺牙数目与发生高血压显著相

关。 缺牙数目多的患者往往有更严重

的牙周疾病或其他口腔问题。

研究显示，牙周炎也会影响降压

治疗效果。 从长远看，定期牙周检查

和治疗应成为高血压治疗的一部分，

同时加上限盐、锻炼方式，可减少降

压药的使用以及药物副作用。

据《中国妇女报》

老掉牙

容易血压高

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