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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梦散断香飞，
飘去芳魂唤不归。
抑或天公怀恻隐，
一挥清泪作浽溦。

春雨
李支柱

健 康 生 活

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心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心慌，是
指患者自己感觉心脏跳动的不适感。
心悸是心血管病最常见的症状，其发
生与许多因素相关。心悸时，心跳可
能过快、过慢、不规则，或是以正常速
度跳动。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可清楚感
觉到心脏跳动的经验，如果心悸只是
偶然发生一两次，则问题不大，但当心
悸频繁发生时，就应引起警惕，立即就
医，了解原因，及时治疗。

一、心悸病因
心悸的病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心

脏器质性病变，有的是由于功能性的
因素所致，就医时医生常要进行多项
检查以查明病因，从而进行不同的诊
治。常见的引起心悸的病因有以下
几种：

1.生理性
见于健康人在剧烈运动或精神过

度紧张时；饮酒、喝浓茶或咖啡后；应
用某些药物如肾上腺素、麻黄碱、咖啡
因、阿托品、甲状腺片药效期内。

2.心血管疾病
常见于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如心

肌炎、心肌病、心包炎、心律失常及高
血压等。

3.非心血管疾病
常见于贫血、低血糖、大量失血、

高热、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疾病以及
胸腔积液、气胸、肺炎、肺不张、腹水、
肠梗阻、肠胀气等。

4.神经因素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最为常见，另

外，还有神经衰弱、更年期综合征、惊

恐或过度兴奋、剧烈运动后均可出现
心悸。

5.心脏神经官能症
心脏神经官能症是自主神经功能

紊乱所引起，是全身神经官能症的一
种，心脏本身并没有病变。多见于青
年女性，由焦虑、精神紧张、劳累、情绪
激动、工作压力太大、生活烦心事太多
等因素引起。

其表现多种多样，最常见的自觉
症状是心悸、胸闷、心前区疼痛和全身
乏力等，还有容易激动、失眠、多汗、眩
晕、多梦等表现。心脏神经官能症不
会危及生命，但病情时好时坏，久治不
愈，严重者甚至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
使患者痛苦不堪。

医学上由于缺乏有效的诊断手段
和治疗措施，造成漏诊和误治情况并
不少见，最容易被误诊为病毒性心肌
炎或冠心病等，患者因此而辗转于各
大医院，看过多名医生，更加加重了患
者的心理负担，自觉症状更重。

二、心悸表现
1. 心悸时患者自觉心跳不整齐，

时快时慢不规律，部分患者心跳节律
也可正常。患者自觉心率加快时感心
脏跳动不已，心率缓慢时则觉得搏动
强而有力。

2. 有或者无胸部疼痛、发热、头
晕、头痛、晕厥、抽搐、呼吸困难、消瘦
及多汗、失眠、焦虑等相关症状。

三、急救方法
1. 心悸发作时，应当马上静坐

或静卧休息，周围保持安静，环境应

通风。
2.偶尔发生的心悸一般并不需要

服药治疗，只要避免引发心悸的诱因，
适当休息就可以缓解症状；特别禁止
自己按说明书去购买治疗心律失常的
药物来吃，非常危险，因为治疗心律失
常的药物可以诱发心律失常，一旦使
用不对症，更容易加重病情。

3. 如果是频繁发生，伴有心前区
疼痛、发热、头晕、头痛、晕厥、抽搐、呼
吸困难时，应立即呼叫救护车并做好
休克、昏迷、心肺复苏的急救准备。

4.如果是已在医院确诊为阵发性
室上性心动过速，有时突然发作难以
控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与工作，甚至
造成血流动力学障碍而危及生命，抗
心律失常药有时也难以奏效，有条件
最好去做射频消融术或安装起搏器。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特点是突然
发生，突然终止，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
速突然发生时患者千万不要过分紧
张，因为紧张情绪往往会使症状加重。

四、缓解症状的方法：
1.屏住呼吸法
做深吸气然后尽量憋气，直至不

能坚持为止，然后用力作呼气动作。
无效可重复1次。

2.刺激咽喉法
用手指或压舌板刺激咽喉部，引

起恶心、呕吐，刺激迷走神经反射，有
时可起到终止发作的作用。

3.压迫眼球法
让患者闭眼向下看，用手指在眼

眶下压迫眼球上部，先压右眼。同时
测脉搏，一旦心率突然变得规则而正
常，立即停止压迫，注意不要用力过
大。压迫时间不要超过15秒钟，如果
无效可换对侧压迫，但不要两侧同时

压迫。青光眼、高度近视患者禁忌
使用。

4.压迫颈动脉窦法
患者处于平卧位，营救者压迫一

侧颈动脉窦，颈动脉窦在甲状软骨水
平，颈动脉搏动处稍上方。把颈动脉
窦向后压向颈椎，每次10~20秒，无效
时可换另一侧。压迫时动作应轻巧，
避免暴力，同时应摸脉搏以监测心
率。若脉搏搏动次数减少、节律规则，
应立即停止压迫。不能两侧同时压
迫，以免引起脑部明显缺血。注意：既
往有颈动脉过敏史及脑血管病史者禁
用本法。由于此法过于危险，不推荐
未经急救培训者使用。

5.潜水反射法
用 5℃左右的冰水浸湿毛巾或把

冰水袋敷在整个面部，以兴奋迷走神
经，减慢心率。敷面时每次10~15秒，
一次无效时可每隔 3~5 分钟再试 1
次。成年人可取坐位，前方桌上放一
盆低于5℃的冷水，让患者深吸气后屏
住气，立即将面部浸入冷水中，持续30
秒左右。

以上方法对于老年人或是有器质
性心脏病的患者禁止使用，一旦出现
症状，立即就医。

以上方法不要一一尝试，一旦尝
试1~2种无效，患者仍有心悸、头昏、
出冷汗、四肢冰凉、胸闷、呼吸困难等
不适感觉，应立即送医院救治。

(区疾控中心 供稿)

2021年的春天格外温暖，这一年
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实现首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于个人而
言，它还是我的本命年。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沐浴党的雨露阳光，我与
共和国一起成长。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9
年1月15日拂晓，激越的冲锋号中，人
民解放军解放天津胜利会师金汤桥。
而我几乎同时出生在这座桥头的一所
小院里。从此这里既是天津解放的纪
念地，也是我难忘的人生起点。我在
海河畔的小学校上学，去少年宫参加
课外活动，到市少儿图书馆看书，度过
安宁无忧的童年。最难忘 1963 年夏
秋之际，百年不遇的洪水突然袭来，大
河上下洪波滚滚，浑浊的河水裹挟着
木头、门窗、杂物逐日猛涨，水面竟齐
到了桥面，天津城时刻面临被淹没的
危险。我跟大人们一起走上危机四伏
的河堤，冒着风雨抬草袋填沙石，抗洪
抢险。所幸在党中央关怀领导下，天
津人民万众一心终于战胜特大洪灾，
保住了这座重要的城市，保障了数百
万市民的生命安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
放的号角，我得以考上恢复高考后的首
届天津电大，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后进
入区委宣传部担起党的宣传工作重
任。四十年改革开放，春潮澎湃，风云
激荡。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的党指引航
船奋勇向前，古老的中国发生翻天覆地
的巨变。党的改革富民政策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出前所未
有的干劲和聪明才智。乡镇企业、外商
投资企业、民营企业竞相崛起，第一、
二、三产业展翅齐飞，经济社会发展大
步跨越。军粮城苗街村最早兴办外向
型企业，蜡烛厂、毛衣厂、木地板厂、中
日合资太阳毛纺有限公司……赢得了
天津市外贸出口第一村的美誉；紧挨津
塘公路的东堼村依仗地理交通优势，兴
建仓库、成立运输队、开辟铁路专用线，
为天津港服务，闯出一条仓储运输富农
村的新路；大亨公司在全市第一个注册
私营企业，果茶产品跻身著名饮料品
牌，带动富士达自行车等民营企业兴
起；新地河水库利用地热发展旅游业，
东丽湖畔矗立起国家级旅游新城……
无数事实证明：只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我们就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克服一
切困难，无往而不胜。

在东丽区这广袤而丰饶的土地上，
我努力履行党赋予的光荣职责，讴歌改
革开放的好政策，赞颂东丽人的勤劳智
慧与创造，为第二故乡的每一次进步跨
越加油鼓劲。21世纪之初，区委决定
筹办党报。我受命进行调研策划，先后
去西青、静海等区取经学习，慕名来到
诗人郭小川赞誉的团泊洼。望着眼前
的广阔湿地，秋阳高照，水波茫茫，心中
似乎也敞开了雄健豪放的情怀。办报

方案很快顺利通过，并采纳了“今日东
丽”的报名。此后，我虽不在报社工作，
但始终心系党报，积极为党报撰稿，记
录和反映东丽湖旅游区、空港物流区、
华明新城镇的崛起，惊叹大火箭、天河
计算机、空客飞机等大项目，彻底改变
了赤土、荒草坨的苍老容颜。“华明情
思”“文学使人年轻”“一条大河波浪宽”
等文章获党报征文大奖。

雨露滋润禾苗壮，中央决策暖民
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狠抓反腐倡廉，老虎苍蝇
一起打；雷霆万钧治污染，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人民有信仰，共筑精神文明；举全
国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亿万人脱贫
翻身，赢得世界赞叹。老旧住宅小区
改造，公路网络村村通，乃至退休工资
连涨……一件件好事实事普惠神州造
福百姓。我亦住进带电梯的养老房，
环境绿化优美，生活安逸无忧。作为
一名老党员，最高兴的是能继续为党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报党的恩情
和培养教育。撰写诗文反映东丽区建

设成就，宣传关爱青少年成长的事迹
经验，编纂地方史志书籍，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

退休之年，我身兼东丽区关工委成
员和区老干部艺术团领导责任，努力发
挥余热作贡献。2017年“七一”前夕，
“颂党绩、听党话、跟党走”专题文艺演
出在鉴开中学隆重举行。这是关工委
与艺术团合作首次举办“大手拉小手、
爱党爱国教育进校园演出”活动。为
此，我倾力进行策划安排，组织老干部
艺术团精心准备认真排练，演出男声小
合唱《把一切献给党》、诗朗诵《祖国的
脊梁》、大合唱《南湖的船党的摇篮》等
十几个节目，展现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期望，寓教于乐，
激发了学生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情怀。2019年国庆节前夕，又在一百
中学礼堂举办了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为主题的第二次专场演出。看到
送节目进校园活动圆满成功，受到学生
们热烈鼓掌欢迎，我感到特别欣慰和高
兴。有幸置身这一伟大时代，在党的旗
帜下成长，为伟大的党和祖国奉献力量
是我最大的心愿和荣光。

阳光雨露颂党恩
许新复

神州巧匠胜天工，
妙想奇思梦幻中。
飞架巨龙连港澳，
零丁洋上看长虹。

七绝二首
张金生

壶口瀑布
百川汇聚一壶端，
使令激流涉险滩。
突落悬崖声震耳，
万花飞溅起黄澜。

赞港珠澳大桥

▲新立郊野公园 张宝海摄

总是心悸究竟是不是病？

那年，儿子上初一。临近期末考试，儿
子的复习状态异常的好。那日复习完语
文，我鼓励了几句：“儿子，最近学习态度不
错，照此下去很有希望，我估计你期末成绩
肯定会上一个台阶。早点睡，准备明天的
挑战。”
“那是，我心里有数！”儿子看起来胸有

成竹。可接下来话锋一转，“妈妈，我给你
择一择白头发吧。”平时都是我自己对着镜
子择白头发，他们爷俩在旁边同情，今天儿
子突然殷勤起来，有些不解，但小有感动。
“好吧，虽然你是在摧毁我的自信，可

有白头发不择下来就更没自信啦。”
“谁说我在摧残你的自信，看，择了半

天一根白发都没有，说明您越来越年轻了，
还不高兴点！”
“真的没有？”心里不禁暗自得意。可

回头再看儿子的表情，有些小诡异，突然感
觉儿子是在绕圈子，让我往圈儿里跳。以
静制动，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快早点睡吧，为明天考试攒点精气

神儿。”我并不像往常一样临睡前陪他一
会儿，而是故意关灯迅速离开他的房间。
儿子沉不住气了：“妈妈，你都没有白头发
了，还不高兴啊？为什么不跟我说会儿话
再去睡？”
“我怕影响你休息，明天考不好。”
“妈妈，你相信我，一定能考好的，我有

把握，至少外语、数学能前三名。您怎么奖
励我吧？”
“想要什么？”
“你先答应，40多岁还没有白头发，多

开心的事啊，还不答应我小小的要求？”
“哈哈，这么殷勤原来是为了提条件！”
“考完试，我想到同学家玩儿一天，五

个人，都是好孩子，都是男生，就在同学家
里玩儿，他妈妈有一个四星级饭店，请我
们吃大餐，在他家玩会儿电脑，他妈妈监
督，保准不进游戏厅，晚上他妈妈送我们
回家……”

儿子终于说出了他的要求，而且把事
先家长有可能不答应的理由全部“查封”，
让你根本没法拒绝。

为进一步借我的力量说服他爸，儿子
进一步逼近：“妈妈，爸爸最听你的话，你去

跟爸爸说说，你们不是总埋怨我粘着你们
吗，这次也锻炼我一回，你们不是老想过二
人世界吗，我也给你们创造个机会……”

我吃惊地看着儿子：“这么可怕，这阴
谋蓄谋了多久了，计划做得如此周密？”

儿子笑而不答，表情里充满得意，似是
一种不软不硬的威逼：看你们有何理由不
答应！

上初一的孩子了，该有自己的交往了，
我没有理由不答应他的合理要求，可确确
实实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可
也不能总让他做翅膀底下的小鸡雏啊，狠
狠心放飞一把。

为了这一次放飞，我和先生也做了细
致的安排——提前把儿子的话费充足，从
儿子那里抄录其他几个同学的电话，备好
部分零钱，防着一旦迷路哪些用来打车、那
些用来吃饭，要打什么样的车，提前跟家里
怎么联系……

放飞那天，儿子打回来的第一个电话
就是报平安，找到同学家了。我们为儿子
迈出的第一步感到高兴。起初儿子还很守
约，隔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我们的心还算是
踏实，可一过中午就没了音讯，没办法我们
只好打过去，起初他还能耐心地接电话，让
我们摸清他的动向，再后来，儿子发话了：
“妈妈，我这电话可是全球通啊，要没费
了。”再后来干脆关机不理。这下我和先生
可傻眼了。下午三点电话关机，五点还不
回家，七点仍没回音。打其他同学的电话
全部关机，这是怎么啦？我们的心悬在了
嗓子眼，开始坐立不安起来，脑子里开始了
各种各样的想象。八点半，儿子的电话终
于打进来了：“妈妈，我到楼下了。”悬了一
下午的心终于放回肚里了，可火气又顶到
了脑门，为什么关机？为什么不跟家里联
系？你就给我们创造这么一个二人世界的
心情？这一系列的质问丝毫没有影响儿子
被放飞回来的开心，反而提示我：“妈妈太
爱着急可容易长白头发啊！”

先生可是平静：“算啦算啦，别扫儿子
兴了，这也说明儿子已经成为一只翅膀硬
了的小鸟，可以自由飞翔啦！”

儿子斜眼瞅瞅我们：“哪是鸟啊，就是
一只风筝……”

第一次放飞
我当他是一枚风筝

章洪英

�春色 魏敬起摄

——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以聚合为主要目的，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以分离为
目的，孩子脱离父母的呵护越早，说明父母的爱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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