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在心血管专科门诊， 经常

有患者连声追问：“我的高血

压与睡眠不好有关系吗？”“是

因为高血压， 我才会睡得越来

越差吗？ ”“睡不好 + 血压高，

该怎么办？ ” ……

病例

睡眠不足 3小时

导致高血压

57 岁的王女士向广东省名中

医、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心血管病专

家王清海教授求诊时整个人状态

很差，面色无华且疲态尽显，帮她

一量， 诊室血压为 156/88mmHg。

“我没有高血压病史，父母也没有

血压问题， 就是体检发现血压太

高，医生让我来的。 ” 王女士说。

进一步追问情况时，王女士才

说起， 自己已经有将近 10 年的失

眠困扰， 每晚睡眠时间不足 3 小

时，入睡困难、睡后易醒、醒后难以

入睡甚至彻夜难眠。 查体时发现，

她已经出现头晕、头痛、颈项不适、

神疲乏力、口干等临床症状。

分析

血压变异

与睡眠障碍呈正相关

王清海教授指出，睡眠是人体

正常的生理需要， 可消除疲劳、提

高免疫力、恢复机体良好的功能状

态，在人体新陈代谢、神经体液调

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机体正常的睡眠与觉醒节

律的交替出现紊乱，在适宜的睡眠

环境中无法正常进行睡眠时，便会

导致睡眠障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失眠。

医学资料研究表明，睡眠时间

缩短， 可增加高血压的患病风险，

同时合并失眠的高血压患者血压

变异性增大，其血压变异程度与睡

眠障碍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事实上， 心血管病门诊里，经

常可以见到长期睡眠不好与其高

血压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的患者。

治疗

晚餐清淡 晚上 11时前睡觉

根据临床观察，王清海教授认

为，多数失眠的基本病因在于情志

不遂、心有牵挂、肝气郁结、气郁化

火，或者年老体弱、久病伤血、心血

不足。

因此，治疗与之相关的的高血

压，首先当然是做好睡眠规律的调

整、保持情志舒畅。

第二点也非常重要，即调整好

与睡眠相关的生活细节，包括：

晚餐尽量食用清淡、易消化的

食物，且晚餐尽量不要吃得过饱；

睡前不要饮用浓茶、咖啡等刺

激性的饮品；

把手机放在卧室以外的地方；

戒烟、限酒，增加运动量。

每天尽量在晚上 11 时之前躺

在床上，睡前可以听听轻音乐来舒

缓紧张焦虑的精神状态，创造良好

舒适的睡眠环境等。

王清海教授特别提醒，大多数

失眠是可以改善的，但如果调整无

效，要及时求助医生，可通过清泻

肝火、滋阴养血安神等方法帮助解

决失眠问题。 失眠解决了，对于预

防和治疗高血压有很大好处。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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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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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一项来自英国生物银行数据显

示，不健康的口腔状态，如牙龈疼痛

或出血、 口腔溃疡和牙齿松动等，与

肝癌存在实质性联系。

研究人员研究了口腔健康状况，

如疼痛或牙龈出血，口腔溃疡和牙齿

松动等与多种胃肠癌 （包括肝癌，结

肠癌，直肠癌和胰腺癌）风险之间的

关系。

研究发现了口腔健康不良和肝

胆癌之间的联系，分析表明，口腔健

康不良与 75%的肝癌风险增加有关。

研究人员认为，肝脏有助于消除

人体内的细菌当肝脏受到肝炎、肝硬

化或癌症等疾病的影响时，其功能会

下降，细菌会存活更长时间，因此有

可能造成更多伤害。 据《生命时报》

口腔不健康

与肝癌风险有关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项

新研究表明，LDL-C（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水平过低，可能会增加出血

性中风的风险。

该项研究结果发现， 当 LDL-C

水平降至 70mg/dl以下时， 患出血性

中风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研究人员指出， 对普通人群来

说，LDL-C 水平在 100mg/dl 左右是

最健康水平，而对心脏病风险较高的

人群来说， 保持相对低的 LDL-C 水

平更合适一些，目前的一些健康指南

中也建议降低胆固醇水平以减少心

脏病风险。 而新研究表明，LDL-C水

平过低同样有风险，会导致出血性中

风风险增加。 这提醒人们，在确定个

人理想的胆固醇指标时，要结合自身

情况，适度和平衡才是关键。

据《科技日报》

胆固醇过低增加

出血性中风风险

睡不好血压高 快调整生活细节

许多人由于平时不注意爱护

牙齿，使得牙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 有的牙齿表面出现了小洞，

但有人因为恐惧看牙医或者并未

感觉到牙齿疼痛影响饮食等而一

再拖延治疗，那么这些小洞到底需

不需要补呢？

龋齿也分浅、中、深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口腔科闫春歌副主任医师介绍，龋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蛀牙）一般按照

病变深度分为浅龋，中龋和深龋。

浅龋：一般为釉质龋，窝沟浅

龋早期表现为龋损部位色泽变黑，

平滑牙面早期浅龋因脱矿一般呈

白垩色斑点，后逐渐表现为褐色斑

点，探针检查有粗糙感，浅龋位于

釉质内，一般无主观症状。

中龋：龋病此时已经进展到牙

本质，牙本质因脱矿而软化，通常

可探及明显的龋洞，对酸甜过冷过

热等外界刺激有酸痛感觉。

深龋： 龋病进展到牙本质深

层， 通常可探查到很深的龋洞，对

外界刺激比中龋时剧烈，刺激去除

后疼痛消失，无自发痛。

小洞不补 大洞受苦

龋齿一旦发生，只会越来越严

重，龋齿在早期时大多为一个小黑

点，而且没有明显的疼痛，往往不

易被发现和重视，但是如果放任不

理， 牙齿上的小洞就会悄悄地变

大，进而引起疼痛不适，龋病给人

造成的危害甚大， 可引起牙髓病、

根尖周病、颌骨炎症造成牙体缺损

甚至缺失，影响消化功能及牙颌系

统的生长发育，龋病及其继发病还

可引起远隔脏器疾病。

所以，牙齿上的小洞一定要及

早去口腔科就诊， 进行龋齿充填，

并养成定期口腔检查的良好习惯。

据《羊城晚报》

蛀牙：小洞不补 大洞受苦

今日提醒

材料：白芦笋 300 克，鲜牛奶 500

毫升，冬瓜 30 克，盐、味精、淀粉、香

油、鸡汤各适量。

做法：1.将白芦笋洗净、切段，焯

水后捞出备用。 2.冬瓜去皮、瓤，洗净

后切厚块备用。 3.锅中放入鸡汤、白

芦笋、冬瓜，煮沸后加盐、味精再煮 5

分钟，加入鲜牛奶继续煮。 4.沸腾后

再煮两分钟，用淀粉勾芡，放入香油

即可。

功效：对水肿、腹水、脚气、足肿、

喘咳、血压高、头昏脑涨者有效。 脾胃

虚弱、阴虚消瘦者不宜服用。 综合

芦笋牛乳冬瓜汤

缓解头昏脑涨

不妨一试

小伙生吞鱼胆伤肝肾

南方医院急诊科张文雍医师

介绍，来自粤西的小伙子小唐（化

名），听说生吃鱼胆可以补身体，于

是生吞了两枚鱼胆。 5小时后，小唐

开始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排

稀水样便 10 余次。 当地医院治疗

后症状无明显改善，最后辗转来到

南方医院急诊。 接诊时，小唐全身

皮肤、巩膜黄染，精神、胃纳差、少

尿，尿色深黄，俨然一个“小黄人” 。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小唐的肝

肾功能明显受损。 结合他的病史、

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诊断为“鱼

胆中毒、急性肾损伤、急性肝功能

不全” ，急诊科抢救室医生立即给

予血液透析、护肝、退黄等对症处

理， 随后小唐被送进了急诊科

ICU。 经过两周治疗，小唐的肝肾

功能总算恢复正常。

鱼胆生吃熟吃都有毒

张文雍医师介绍，鱼胆的胆汁

中含有胆汁酸、组织胺、鲤醇硫酸

酯钠及氢化物等多种生物毒素，具

有细胞毒作用，致使细胞变性或坏

死。 此外，这些有毒物质还可刺激

机体释放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引

起全身过度炎症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胆汁毒素

不易被温度和乙醇所破坏，所以鱼

胆不论生吃、煮熟或泡酒，均可能

引起中毒。

而且，鱼胆中毒起病急，可在

食后 1~3 小时发病，引起多种器官

伤害。首先，食用鱼胆后，毒素经消

化道吸收，中毒者通常最早出现消

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腹痛、腹

泻等；毒素经消化道吸收后通过门

静脉系统进入肝脏，可引起肝细胞

变性、坏死，转氨酶升高；毒素主要

由肾脏排出，导致近曲小管上皮细

胞急性大量坏死，严重者发生肾功

能衰竭。鱼胆中毒还可损伤脑细胞

和心肌细胞等，造成神经系统和心

血管系统等多器官功能障碍。

鱼胆中毒尚无特效药

应尽早血液透析

张文雍医师说，急性肾衰竭是

鱼胆中毒最常见最严重的并发症。

急性肾小管坏死引起的急性肾功

能衰竭早期一般是可逆的。 大约

1~2 周，肾小管细胞再生、修复，但

新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功能 （溶

质和水的重吸收） 的恢复相对延

迟，原尿不能被浓缩，故在少尿期

过后还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多尿期。

由于鱼胆胆汁成分复杂，目前

尚无特效的解毒药物，尽早进行血

液透析，以清除生物毒素及多种炎

症介质。这是抢救鱼胆中毒的有效

方法。透析越早，肾功能恢复越快。

鱼胆有毒， 生吃熟吃泡酒吃，

都有毒。那么，其他动物的胆呢？比

如蛇胆、熊胆等其他动物胆囊传统

也是用来入药的， 有什么讲究呢？

医生提醒，蛇胆熊胆也需要经过特

殊处理方可入药，且需要在医生的

指导下选择用药，切勿随便为了进

补、养生而擅自食用。

据《广州日报》

生吞鱼胆 小伙进了 ICU

提醒：鱼胆有毒切勿食用，蛇胆、熊胆入药也需谨遵医嘱

动物胆囊不能随

便入口尝， 分分钟引

起急性肾衰竭。 意外

屡屡发生， 医生苦口

婆心劝了一次又一

次， 却总有人不当一

回事。 近日，南方医院

急诊科又收治了这么

一例鱼胆中毒急性肾

衰竭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