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天天健康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张照东

E-mail:ttjk@tjrb.com.cn 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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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讲堂心病求医30年终锁定心脏“闸门”
听专家说说那些心脏病患者走过的弯路

腊八喝粥有讲究
不同体质可加入不同滋补品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主持人

彝族小姐妹在津修心今日回家

消化药吃了不少病越来越重
胃疼是多种心脏病常见症状

“周末运动员”
易发运动损伤
充分拉伸能避免肌肉拉伤

医疗动态

半片利尿药一吃就是十几年
治标不治本心衰依然在进展

喝中药一个月病情急转直下
心脏瓣膜病隐匿发现普遍晚

57岁的窦女士坐在病床前，向记者讲述
着自己30多年的心脏病史。她声音不大，言
语连贯，20多分钟并没有明显的喘息。这在
10天前是不可想象的，那天她被家人背进医
大总医院的急救中心，浑身浮肿、无法平躺，
说不了两句话就要停顿下来。经过总医院心
血管病外科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她才逐渐
恢复，但距离康复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医
大总医院心外科主任吴乃石、付强副主任医
师认为，窦女士患心脏病30年来，经历了很
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偏远地区患者都经历过
的曲折之路，误诊漏诊延误病情、用药不规范
不合理、盲信祖方秘方，等等，这些在今天的
很多病人身上仍能看到。

第一次发现身体有问题是25岁那年。
有一天在地里干农活，突然下起雨来，大家
都往家跑。窦女士也赶紧跑，但没跑几步就
眼前一黑栽倒在地里。此后的两三天她总
感到心窝处不舒服。村保健室大夫给她开
了助消化和治胃痛的药。可是药吃完了，
心窝难受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她又看了另
一个村医，也认为是消化问题，建议她多吃
些馒头包子之类的“发面”食物。过了一个
月，窦女士心里难受、胃部不适始终没见缓
解，更大的问题是体力越来越差，走不了几
步就气喘吁吁要停下来歇一会儿。 村里
的医生见状建议她到县城看看。在县人民
医院，经过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检测，窦女
士被确诊为扩张性心肌病。经过一年半治
疗，她感到已经痊愈，下地干活、照护孩子
老人都跟正常人一样。

医生的话：吴乃石说，窦女士25岁首次
发病提到的消化不良、胃痛、心窝难受等上腹
部不适症状是冠心病、心肌炎、心脏瓣膜病等
心脏疾患的常见症状。这是因为心脏感觉纤
维进入脊髓后，与上腹部传导感觉纤维共同
汇聚于同一神经元，经同一传导途径上传，患
者容易产生上腹痛的错觉。

临床上，有不少病人从消化科转到心血
管科，他们此前都出现过时断时续的胃部不
适，吃了气滞胃痛冲剂、吗丁啉、消食片都不
见效，在医生建议下做心电图才发现心脏出
了问题。还有些冠心病患者起初是因胃痛
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才发现是心梗
发作。还有心梗病人以为是简单的胃痛而
贻误就医险些丧命。除了胃痛，牙疼、咽喉
痛也是很多见的心脏病前驱症状。吴乃石
提醒市民，一些突发的与饮食、虫牙或牙周
疾病没有明显关联的胃、牙、咽喉的强烈不
适要高度警惕心梗的发生，特别是高血压、
糖尿病等高危人群。另外，长期的慢性胃部
不适，经胃镜检测没有明显病变，多次治疗
效果不佳的患者，要考虑做心电图、心脏彩
超、心肌酶等检测，以排除房间隔缺损、瓣膜
病等心脏器质性病变。

窦女士平静的生活在40岁时被打破，那
段时间她经常感到很疲劳，腿肿得非常厉
害。她没去县里大医院看病做检查，村卫生
院的医生给她开了利尿药，每天吃半片。这
半片药，吃完肿也消了，身体也有劲了，窦女
士又回到了田间地头。忙碌的生活让她忘记
了身体的不舒服，半片药也一吃就是十几年，
她始终感觉效果很好。

医生的话：付强说，窦女士40岁的症状
说明她的心脏疾患已经严重影响了心脏功
能，出现了心衰。25岁她第一次治疗后，心
脏并没有完全康复，原有的心脏疾患还在缓
慢进展，胸闷憋气的症状因为没有影响生活
和劳作而被忽略。随着疾病的发展，她的心

脏功能开始下降，直至出现影响生活的疲劳、
水肿才引起她的关注。利尿药促进排尿，减
少身体中多余的水分，从而减轻了她的症状，
但这治标不治本。
“心衰是许多心血管疾病发展到最严

重阶段的结果，就像一个用久了的皮球，
弹性会慢慢下降，导致泵出的血不能满足
身体正常需求，器官和组织中的血压也不
能顺利回流到心脏。心衰是慢慢发展而
成的，如果学会识别心衰早期信号则可以
顺藤摸瓜找到心脏基础疾病。”付强说。
早期心衰病人从事一般体力活动会感到
疲劳、四肢无力，休息后则能减轻或消
除。如走路稍微加快速度，便会感到呼吸
困难，但经过休息后，又能继续。这种症
状多为左心衰竭的表现。当右心衰竭的
时候，患者表现为食欲不振、腹胀不适、右
上腹有时疼痛、尿量减少、体重逐渐增加，
而且手足部的皮肤会感到紧绷感。有些
病人脚踝部分也会出现肿胀。建议到医
院检查心电图以及心脏彩超。此外，心跳
加快是心衰的常见症状，脉搏快或不规
则，稍加活动脉率每分钟就超过 100 次，
或出现心律失常。此时，也要尽早到医院
做心电图和心功能的检查。如果有老年
人晚上必须用高枕头才能睡着，也应到医
院排查心脏疾病。

“别人说吃利尿药对肾不好，两年前，
亲戚介绍了附近村庄的一个老中医，我决
定找他调理调理。他给我开了几服中药，
一天吃两次，每次喝 500 毫升。这期间我
没有停服利尿药，一个月后，我的病严重
了，浮肿越来越厉害，肚子很大腿又粗又
亮。到县医院看病前我已经很长时间不能
走路，一走就喘，晚上也不能平躺。在县医
院看了三四天，医生让我赶紧转到市里大
医院。”窦女士说。她的女儿通过总医院互
联网医院联系到了血管外科主任吴乃石教

授并很快入院治疗。在总医院，窦女士30年
的心脏病终于得到确诊。原来导致她心衰的
心脏病是风湿性心脏瓣膜病，这个病从25岁
第一次晕倒在雨中已经伴随她32年，如果32
年前能及时做心脏瓣膜手术，今天她就依然
能在田里劳作。

医生的话：吴乃石说，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也
称为风心病，是20岁至40岁女性最常见的心
脏疾病。这类患者最初的症状是劳累后胸闷气
短，病变部位多在心脏二尖瓣，随后进展到三尖
瓣病变，这时就可能出现窦女士25岁时的晕厥
和消化道症状。30年前，我国基层医院医疗水
平有限，即使做心脏彩超也很难发现瓣膜病
变。30年来，窦女士没有在市级大医院做过心
脏检查，更没有接受过规范的心脏病治疗。现
在她的心衰非常严重，入院时心率只有40多
次。经过半个多月住院治疗，病情已经大有好
转，但腹部和腿部的积水还有20多斤。目前，
她的饮水量限制在500毫升以内，医生还要继
续对她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能实
施心脏瓣膜手术。

据了解，二尖瓣瓣膜置换术早已是成熟
的常规治疗手段，瓣膜病及时发现多数患者
可以得到有效治疗。近年来，自身瓣膜修复
的瓣膜成型技术正在让更多患者获益。吴
乃石团队已经对近百例二尖瓣退行性病变
患者成功施行了瓣膜修复手术，患者均获得
良好的近期和中期疗效。随着人口老龄化
加剧，退行性心脏瓣膜病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趋势，已经成为老年人心衰和猝死的重要原
因之一。但瓣膜成型技术应用在窦女士的
风湿性心脏病才刚刚起步。吴乃石说，瓣膜
成形术后的患者不用终身服用华法林抗凝，
相对于瓣膜置换的术后患者减少了口服抗
凝药所带来的出血相关性风险，避免了定期
监测凝血象，从而减少了相关费用。另外，
瓣膜成形术对心脏结构影响很小，术后心功
能恢复更快，且远期患者生存质量明显优于
瓣膜置换术者。

吴乃石特别提醒广大心脏病患者切勿盲目
服用中药汤剂。窦女士心衰病情急转直下与喝
中药汤剂，每天摄入液体过多，心脏负担加重有
很大关系。

明天就是农历腊月初八，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
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天津中医一附院治未病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孙庆说，腊八节喝腊八粥、泡腊八
蒜，是咱们的传统习俗。《本草纲目》中记载冬天喝腊八
粥可畅胃气、生津液，温暖滋补、可祛寒。腊八粥的食
材五行俱全，对五脏具有补益作用，可以强身健体。但
是，粥中食材的搭配还是有讲究的。

手足易冷的阳虚者，可以多加桂圆、红豆、枸杞等
温补的食材；喜食肥甘痰湿较盛者，可以多加茯苓、薏
米等健脾化湿的食材；腰膝酸软肾虚者，可多加黑米、
黑豆、栗子等益肾食材。还需注意的是，粥类食品容易
引起血糖升高，所以糖尿病患者还应在医师指导下食用。

腊八这天除了喝腊八粥，还要泡腊八蒜。经过泡制的
腊八蒜除了香甜可口、香而不辣之外，还有着比大蒜更多
的保健功效。首先腊八蒜有解腻祛腥、助消化的作用，更
适合帮助消化春节期间的美食；大蒜含有的大蒜素本身是
一种天然的杀菌物质，而腊八蒜还含有一种叫硫化丙烯的
辣素，其对病原菌和寄生虫都有良好的杀灭作用；除此之
外，腊八蒜的抗氧化活性还能延缓衰老。过年吃点腊八蒜，
帮助人提精神，为来年开春一年的奋斗做准备。 苏玉珂

冬天到了，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在室内活动。市中研附院
康复科医师杨钟越提醒市民，

天气寒冷，运动时发生肌肉拉伤等运动损伤的几率会
增高，而运动后对胸部、颈部、前臂、大腿和腹部肌肉
充分拉伸能有效避免损伤。

杨钟越说，俗话说：“筋长一寸多活10年”，拉伸不仅
是运动后必不可少的放松活动，也是一种健身方法。拉
伸指的是肌肉伸展性练习，通过肌肉拉伸可以很好地
恢复肌肉的延伸能力。拉伸还能提高血液循环。特别
是进行力量训练时，肌肉充血，充分拉伸能有效促进血
液循环。健身后肌肉里产生乳酸堆积，尤其是长时间
不运动的人，肌能力下降，训练后的第二天肌肉酸痛，一
部分是因为延迟性酸痛，另一个原因就是乳酸堆积，训练
后适当拉伸可以让身体加速排出乳酸，减缓酸痛。拉伸
还可以提高肌肉功能，运动后拉伸能增加肌肉活动范围，
增强身体协调性和适应性。

他还提醒市民，冬季活动要量力而行，运动训练应有
规律，要避免成为“周末运动员”，因为偶尔运动的人更容
易发生运动损伤。 陆静雷春香

日前，我市第三中
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接诊了一位20多
岁的年轻患者，却已有

近10年的头痛病史。他辗转多家医院神
经内外科、骨科、疼痛科检查也查不出原
因，后来为他检查的一位医生建议他到耳
鼻喉科看一下。在三中心医院耳鼻喉科，
医生仔细询问病史及检查后，发现他患有
严重的鼻中隔偏曲。他住院接受了鼻中
隔偏曲矫正术，困扰和折磨他近10年的
头痛也彻底消失了。
据该院耳鼻喉科郝凯飞医生介绍，

人体有左右两侧鼻腔，把它们从中间分
隔开的“承重墙”，就叫鼻中隔。大多数
人鼻中隔不是完全笔直的，或多或少会
偏向一侧或两侧都偏曲，当鼻中隔偏曲
的程度较大引起相应的不适症状后，就
称之为鼻中隔偏曲。引起鼻中隔偏曲的
主要原因有发育异常，鼻中隔在胚胎期

由几块软骨组成。在生长发育和骨化过程中
生长速度不均衡，就形成畸形或偏曲。另外，
鼻外伤和鼻腔、鼻窦肿瘤，都可导致鼻中隔偏
曲。鼻中隔偏曲引起的不适症状主要有持续
性鼻塞，严重者出现嗅觉减退；偏曲部位压迫
下鼻甲或中鼻甲时，可引起同侧反射性头
疼。鼻塞重，头痛加重；鼻中隔处血供丰富，
在鼻腔干燥、用力擤鼻及打喷嚏时，易出血；
临近器官受累，可诱发化脓性鼻窦炎或真菌
感染，也可引起耳鸣、耳闷等。

郝凯飞提醒市民，鼻中隔偏曲是解剖结
构异常，希望通过吃药、打针来治疗是不现实
的，只能通过手术方法将偏曲的骨质矫正或
去除。在多数情况下，不明显的偏曲不会造
成不适感，就没有必要治疗。但因鼻中隔偏
曲引起严重鼻塞、鼻窦炎、反复鼻出血、持续
头疼等则需要手术治疗。多数情况下手术为
微创手术，在鼻内镜下进行，鼻子外观上没有
刀口，安全、创伤小、恢复快，一般住院一周。

陈颖

严重鼻中隔偏曲可引发鼻塞鼻出血头疼

头痛10年原来是鼻子惹祸

说起补钙，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奶及奶制品、豆
类及豆制品、虾皮、海带、芝麻酱等，却往往忽视了最常见
的补钙大户蔬菜。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都应该吃一斤左
右的蔬菜。蔬菜除了富含维生素、热量低、饱腹感之外，
很多蔬菜的钙含量也很高。常见的补钙蔬菜由高到低排
序包括：胡萝卜缨、荠菜、苋菜、乌塌菜、红薯叶、木耳菜、
小油菜、毛豆、芥蓝、小白菜、空心菜。

每天吃一斤蔬菜也可补钙

人体免疫力在预防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其中维生素A发生着重要功效，缺乏时人体
容易遭受细菌和病毒入侵。维生素A的直接来源是一
些动物性食品，如动物的肝脏，建议每月食用2—3次，每
次25克左右。蛋黄对人体所需的维生素A贡献率较高，
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深色蔬菜和红黄色水果富含β胡
萝卜素，是维生素A的间接来源，应每天摄入。

健康红绿灯

此前本报报道一对来自云南的彝族3岁双胞胎姐妹花在天津泰心医院成功接受先心病根治
手术。两位小姐妹术后恢复顺利，今日已出院回家。 王万英摄

提高免疫力 维生素A不可少

术前

术中

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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