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 吃上一口冰凉的鱼生，

可谓是完美的搭配。 然而，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肝炎门诊科

副主任医师欧阳石提醒，夏天吃鱼

生小心惹上可怕的肝吸虫。

肝吸虫

多集中在生鱼片上

欧阳石副主任介绍，肝吸虫又

名华支睾吸虫，它的虫卵主要存活

于鱼塘内，第一宿主是螺，在螺中

感染幼虫，然后感染鱼。

肝吸虫更喜欢集中在鱼的背

部和尾部，人一旦吃了感染有肝吸

虫的鱼（鱼生或者煮熟时间不够）

后，肝吸虫就会定居寄生在人体的

胆管内， 数量多时甚至可达上万

条。

哪些人容易中招？

据了解， 肝吸虫会引起胆管

炎、胆囊炎、胆结石、肝硬化，甚至

肝细胞癌及胆管癌等一系列疾病

发生，但往往慢性期较长，最开始

可能无明显表现或者出现腹胀、乏

力等不典型症状。目前，在广东、广

西、海南流行率较高，与其自然环

境及饮食习惯有明显关系。

欧阳石副主任表示，人与人之

间并不能直接传播肝吸虫，由于肝

吸虫病患者可排出虫卵，虫卵经过

螺、 淡水鱼等中间宿主发育成囊

蚴，人进食未煮熟含有囊蚴的淡水

鱼而感染。 因此，虽然有的人不怎

么吃鱼生，但是也可能通过饮用受

污染的水及使用受污染的水清洗

蔬果以及生熟厨具没有分开等情

况而中招。

很多喜爱鱼生的人可能会不

以为然，认为自己经常吃鱼生也没

啥影响，欧阳石副主任提醒，大家

可别掉以轻心，肝吸虫寄生周期很

长，很可能已藏身我们体内，随时

准备发威。

肝吸虫对人体危害

1. 肝吸虫寄生在肝脏的时间

可长达 20-30 年，虫体的代谢产物

和机械刺激等因素可引起胆管内

膜及胆管周围的超敏反应及炎性

反应，导致局部胆管扩张及胆管上

皮增生、破坏胆管上皮及黏膜下血

管。

2. 由于胆管壁增厚或虫体堵

塞胆管，可出现胆管炎、胆囊炎或

阻塞性黄疸。虫体碎片、虫卵、胆管

上皮脱落细胞等容易形成胆管结

石，甚至可导致肝癌发生。

3. 感染严重时在门脉区周围

可出现纤维组织增生和肝细胞变

性，甚至形成胆汁性肝硬化。

4. 成虫偶尔会寄生在胰腺管

内，引起胰管炎和胰腺炎。

5.儿童和青少年感染后，临床

表现往往较重，死亡率较高。

因此， 如果有吃鱼生习惯的

人，不论是否出现症状，建议定期

到医院检查是否有肝吸虫感染。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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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吃降压药

不能自作主张

56 岁的秦阿姨（化名）是一

名高血压患者，自从患病后，便开

始服用降压药， 在药物的作用下，

她的血压一直控制得很好。考虑到

长期服药会到身体特别是肾脏造

成一定的负担，为此她便自行暂停

了降压药。

仅过了一个月，秦阿姨却出现

了明显的头晕等不适感，随后到医

院复查，发现她的高血压症状比原

来更严重了。 无奈之下，秦阿姨又

再次恢复药物治疗。

对此任廷芳副主任表示，秦阿

姨的遭遇并非个例，有很多患者对

高血压都存在这样的错误认识，认

为血压平稳就可以停药，甚至有的

患者为了避免长期服用药物便拒

绝治疗。

这些做法都是相当危险的，对

此任廷芳副主任解释说，高血压是

一种慢性疾病， 治疗并非一朝一

夕， 通常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才

能对血压进行持续有效管理。如果

血压降下来马上停药，血压会再次

升高，血压波动过大，长期会对心、

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更严重。

同理，患上高血压也不能拒绝

药物治疗。 因为排斥药物治疗，就

意味着放任高血压不管，如此该病

给心、脑、肾等多器官所带来的并

发症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药物所带

来的副作用。

控制好血压

坚持定期复查

任廷芳副主任指出，有些人觉

得年纪大了， 血压增高很常见，不

需要经常测量。 事实上，高血压对

老年人危害更甚，老化的心脏和血

管更易出现意外事件。 所以，高血

压患者应积极监测血压，最好家里

常备一个血压仪，每天定时测量并

进行记录，就诊时将血压变化展示

给医生看看，方便调整用药。

对此任廷芳副主任进一步表

示，如今市面上常见的血压计有水

银血压计和电子血压计两类。前者

由于操作相对复杂，且测量结果更

为准确， 所以在医院中较为常见。

而和水银血压计比起来，电子血压

计操作简便， 不需要他人帮忙，便

可自行操作测量血压。

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此类血

压计时， 为了得到准确的测量结

果，一定要选择已通过国际自动化

血压监测装置验证的检测仪。 同

时，需要注意的是，测量前患者不

得吸烟， 或做过于激烈的运动，待

情绪、体征平稳后，采用坐姿，将手

臂放在心脏水平，使用配合上臂适

合宽度的全自动测量仪进行检测。

此外，测量血压的时间也有一

定的讲究， 一般安排早上 8 点、下

午 4 点、以及晚上 8 点，三个时间

段，各测量 2 至 3 次读数，每次间

隔时间约 1分钟。

在此期间，如果发现测量出的

血压值， 与在医院测量的数值，多

次存在较大偏差，则建议到医院进

行 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避免患

者被可能存在偏差的血压值误导。

高血压患者

注重个体化治疗

现如今，降压药的种类这么多

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对此任廷芳副

主任表示，目前我国降压药大概可

分为七大类，包括利尿剂类、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类、钙拮抗剂

类等，当中每类至少有 2 种，多的

有 11 种常用药。 不同种类的降压

药针对的疾病分得很细，有的是治

疗合并糖尿病的，有的是主治合并

冠心病的，还有的是针对肾病或肺

部病变的。

正是由于降压药的种类太多，

一般的高血压患者难以自我识别，

所以建议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药物治疗，原则上坚持依据患者实

际病情，选用长效且效果平稳的降

压药即可。

期间要注意，如果患者在服用

某一种降压药后， 存在效果不明显

的情况时，患者也不要自行换药，同

样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同时，

由于每个患者的病情有所差异，为

此很可能出现同一种降压药对不同

患者的疗效不同的情况， 因此高血

压患者要注重个体化治疗， 期间不

能参照他人的服药方案自行降压。

当然， 药物治疗不是万能的，

期间如果不注意日常的保养，依旧

会让治疗大打折扣。对此任廷芳副

主任表示，如吸烟、超重、长期紧张

劳累、吃盐过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等都属于诱发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所以在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还要

远离上述高危因素，只有全方位防

控，才能将血压控制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服用降压药 不能吃吃停停

高血压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位

列“三高” 之一，且该病的发病率仍然在逐年

递增。

虽然我国已是高血压大国， 但很多高血

压患者却对高血压知之甚少， 认为血压高时

吃点降压药就好， 血压稳定时就可以减少甚

至不吃药。 其实这样的认识是极为错误的。

贵州省骨科医院内科副主任任廷芳表

示，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用药治疗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患者若随意吃吃停停，最

终不仅达不到疗效，甚至还会适得其反。

核心提示

吃鱼生 小心惹上肝吸虫

汉口的刘先生，在一家公司里

担任销售经理，平日工作压

力很大，精神高度紧张。 入

夏后， 他经常感觉烦躁不

安，每天疲惫不堪，吃饭也没有

胃口， 遇到一点小事就容易动怒，

说话语气自带火药味，还总是因为

一些小事与人发生争吵。刘先生担

心是身体出了问题，便来到武汉市

第四医院就医咨询。

该院康复科王争医生检查后

发现， 患者属于典型的 “情绪中

暑”情况。 医生介绍，炎炎夏日，不

仅人的身体容易中暑，情绪同样会

“中暑” 。

王争医生介绍，“情绪中暑”

的主要症状是心情烦躁、 情绪低

落、乱发脾气、精神萎靡、对事物缺

乏兴趣等。还有一些人表现为过分

追求完美，一旦出现失误就盲目自

责。 这种情绪如长期持续，还容易

出现心血管和心理等方面的疾病。

如何才能远离 “情绪中暑” ？

王争医生介绍，造成“情绪中暑”

的内因，主要是人体对环境适应性

差。大家应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

点， 及时调整工作计划和生活节

奏。另外，在生活上要定时起居，如

果条件许可应睡个午觉，保证充足

睡眠。 同时，在封闭的空调房里不

要待得过久， 要注意居室通风，将

室内收拾得干净整洁，避免出现压

抑感。 据《武汉晚报》

烦躁易怒 原是“情绪中暑”

血压在 24小时内是不断变化的，清

晨通常是一天中血压水平最高的时段。

研究显示，清晨高血压可加快动脉

粥样硬化进展，增加左心室肥厚发生率

以及中风发作风险， 损害肾脏过滤功

能，导致微量白蛋白漏出增多。 亚洲人

群尤其需要控制清晨高血压。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约有 40%的心肌梗死和 29%

的心脏性猝死发生在清晨时段。

管理清晨高血压， 建议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1.每天定时量血压。 每次测完血

压最好进行记录， 这样医生可以根据

血压测量结果来调整药物用量， 达到

更好的治疗效果。

2.选用长效 24 小时平稳降压药，

每日服用 1次。

3.食疗养生。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葛根素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

作用，可降低血压，显著增加缺血组织

的血液供应量。长期食用葛根粉粥，能

辅助降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

科主任医师 高铸烨

清晨血压高

动脉易硬化

不妨一试

今日提醒

贵州省骨科医院内科专家提醒———

今年发表在 《英国医学杂志》上

的一项研究， 发现与未患病的同胞相

比，有应激相关障碍的患者在确诊后 1

年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 64%；应

激患者有患缺血性心脏病、 脑血管疾

病、高血压等疾病的危险。

因此建议，脾气急、点火就着的，

有点事就生闷气、瞎琢磨的，家中发生

重大变故的人， 尤其要注意坏情绪对

心脏的影响，若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

就医。

2018年， 美国西北大学和哈佛大

学共同完成的研究发现，心态积极、有

明确生活目标者， 心脏病死亡风险比

平均水平低 38%。 这是因为，乐观心态

可降低压力和焦虑激素水平， 进而降

低心率和血压，减轻心脏负担。

据《中国妇女报》

脾气急生闷气

给心脏惹麻烦

醋，主含醋酸，有杀菌作用，醋浸

大蒜有更强的杀菌效力。 为防治夏季

高发的细菌性痢疾、肠炎，可将 1-2 头

紫皮大蒜去皮、 捣碎， 浸入醋液中数

日，每天吃 5-10 克。 也可用紫皮大蒜

50 克，捣碎后浸于 100 毫升 38℃温开

水内 2 小时，然后用纱布过滤取液，加

等量糖浆，成人每次口服 20-30 毫升，

同样有效； 还可将大蒜头捣碎， 加糯

米、食盐煮烂喝粥，可治疗小儿腹泻。

需注意的是，此方不宜大量久用，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患者、 支气管哮喘

患者、孕妇忌用，口疮、痔疮、便秘、痤

疮及阴虚火旺、肝热目疾者不宜用。

据《生命时报》

喝点醋蒜汁

防痢疾与肠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