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上高三的小李（化名）学
习成绩优异，却经常担心手汗
打湿试卷影响成绩。原来，小

李的双手自幼非常爱出汗，尤其是在考试等心理紧张情况
下，手部不停往下“滴水”，能很快浸湿桌子和试卷。经多方
打听，他来到我市人民医院求治。

该院疼痛科主任张军、元春梅医生经过检查详细询问
病史后确诊小李患有手汗症。张军立即约请胸外科、影像
学部专家会诊，并顺利为小李施行了CT引导下双侧胸交
感神经射频热凝术。术后，小李双手多汗症状消失。一天
后康复出院。

据张军介绍，手汗症是由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交感神
经兴奋性增强导致汗液过度分泌的一种疾病。一般与胸部
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有关，与外界温度无关。该病初发于幼
儿期或青春期，女性多见，有明显的家族遗传性，到青春期
症状逐渐加重，表现为双手出汗不止，可伴发双足出汗，无
碍身体健康，但严重影响患者的人际交往、生活学习、心理
健康等。以往多采用外科胸腔镜下胸部交感神经链切断术
微创治疗手汗症。随着脉冲射频热凝技术的发展，CT引
导下胸交感神经射频热凝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但费用
更低、见效快，而且创伤更小。这项技术采用注射针粗细的
射频专用针经胸椎旁穿刺，对胸腔脏器没有损伤，被称为
“微微创”技术。目前，该技术还被应用于三叉神经痛、面肌
痉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疾病治疗。 通讯员 李哲

深秋时节易发季节性抑郁

光照疗法可改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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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后做自己血压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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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血压日期间，我市胸科医院专家进行了高血压义诊。

少年天生“水手”

汗珠竟能浸湿试卷

37岁的冯女士突发凶险的急性胰腺
炎，治疗期间又出现肾功能不全、心衰、
氧合不佳、血钙异常升高，命悬一线。经
我市第三中心医院多学科专家会诊，发
现冯女士病危的元凶竟是甲状旁腺“藏”
着的一个鸽子蛋大小的瘤子，三中心医
院超声专家通过经皮热消融技术，巧妙
消除了病根，冯女士转危为安。该技术
的成功应用也为甲状旁腺肿瘤的治疗开
辟了新途径。

据介绍，冯女士因突然上腹疼痛难忍
来到三中心医院急诊，接诊医生考虑急性

胰腺炎将她收治入院。治疗期间，主管医生
发现，冯女士血钙持续升高，并存在甲状旁
腺功能亢进的情况。很快，还出现了肾功能
不全、心衰、血氧饱和度只能维持80%左右、
嗜睡、意识障碍及肢体抽搐等情况，冯女士
被紧急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该院
ICU、普外科、麻醉科、内分泌科、泌尿外科、
超声医学科专家立即组织多学科会诊。专
家们一致认为，冯女士所有病症都是因甲状
旁腺肿物引发，超声、颈部CT及ECT检查均
印证了这一事实。

据介绍，甲状旁腺长在甲状腺后面，最

主要的功能是调节身体内钙、磷代谢。这个
小小的腺体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体内钙
升高、磷降低，进而导致代谢异常。冯女士
因甲状旁腺肿物造成了高钙危象，同时合
并急性胰腺炎及肾功能不全等，随时有生
命危险。“当务之急是处理甲状旁腺肿物，
手术切除治疗彻底，但创伤大、失血多、麻
醉风险高。经皮热消融治疗，创伤小、出血
少，但存在清除肿瘤不彻底、需多次治疗的
可能。”该院超声医学科经翔主任医师说。
鉴于患者身体情况较差，会诊专家均认为
热消融微创治疗是更好选择。但冯女士尚

不能脱离高流量吸氧，血小板只有50×10g/
L。加之肿瘤血供丰富，且位于甲状腺后
方，紧邻气管、食管和喉返神经的危险“三
角地带”，热消融治疗出血和重要组织脏器
损伤的风险极高。

经翔术前充分评估患者整体情况，为
冯女士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在 ICU、
麻醉专家保驾护航下，手术在实时超声引导
下进行，为保护周边血管、神经及其他组织
脏器，医生在肿瘤周边用生理盐水建立隔离
带，这需要术者对解剖结构无比熟悉并具有
高超的超声引导穿刺技术。同时为避免出
血，医生先针对肿瘤供血动脉进行消融，再
采用移动消融法逐点逐层消融肿瘤，整个手
术过程需要细心、耐心与高超的专业技术。
术后超声造影评估消融范围满意，达到手术
切除的根治效果。术后冯女士病情好转，血
钙下降至正常水平，观察2日后，从ICU转
入普通病房。 通讯员 陈颖

女子脖子藏“鸽子蛋”命悬一线
三中心医院专家热消融巧除元凶

随着深秋季节的到来，我市各
大医院心理门诊中因抑郁情绪就
诊的患者开始增多。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身科医生高雅表示，每当看到秋季景
象萧条，昼短夜长，人们就容易感到伤感、忧郁，因此秋季
也叫“悲秋”。而抑郁症患者对这种季节变化更为敏感，容
易出现病情波动，轻者情绪低落、愉快感降低、失眠纳呆
等，重者则有悲观厌世、自罪自责等症状，这就是季节性抑
郁症的典型表现。

高雅说，研究发现，季节性抑郁的发病机制可能与神
经递质功能障碍、遗传变异对昼夜节律的影响、褪黑素和
5-羟色胺水平等有关，尤其是在一些纬度较高的国家人群
以及一些夜班工作者更容易罹患季节性抑郁。光照疗法作
为一种成本小、易操作、安全有效的非药物疗法广泛应用于
季节性抑郁、月经前焦虑、产后抑郁、痴呆等疾病，甚至在某
些国家，去海边晒太阳的治疗方法可以纳入医保。对于
常有“悲秋”情绪的人或者秋季病情容易反复的抑郁症患
者，建议每日增加户外光照时间，房间内也尽量保持充足
的日照和明亮的环境。光照疗法不但能够帮助抑郁症患
者增加户外活动，增加与外界沟通，也能够帮助有睡眠问
题的患者调节昼夜节律，避免白天在阴暗环境中昏沉嗜
睡。但如果增加光照等自我调节都无法改善抑郁情绪，应
尽快到医院进行系统诊疗。 通讯员 苏玉珂

10月至11月我市胸科医院（天津市心血管疾病防治办
公室）知名专家开展7场心血管病防治知识系列讲座，为广
大居民普及健康知识。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线上直播听课链接：手机登录“腾讯会议”APP，会议ID
号：867-6138-6544，也可以点击以下链接进入会议直播页
面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ZKqDu6nWHMKl；线
下现场听课地址在市胸科医院门诊楼二楼示教室。10月至
11月讲座时间为10月11日、14日、18日、21日、25日、28日和
11月1日的上午10点至11点，讲座内容依次为高血压的危
险评估及相关检查、室性早搏的诊疗、冠心病的预防和
治疗、心梗支架术后的手术康复、心病介入治疗术后自
我管理、心力衰竭的病因及治疗、高血压的自我管理。

胸科医院举行心血管病讲座

医疗动态

本月8日是第25个“全国高血压日”，
主题是“血压要知晓，降压要达标”。据了
解，目前我国高血压患病人群已经超过
2.45亿，大约每3个家庭就有一位高血压
患者。为提高公众对高血压的防治意识，
提高高血压早期检出率，提高高血压患者
自我管理水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疾
病预防中心联合河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了全国高
血压日宣传活动。我市第四中心医院心
内科何峰主任医师还针对高血压的流行
特点、基本知识、降压治疗中的常见问题
等开展了线上讲座，市民通过线上有奖问
答参与了此次活动。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江国虹
表示，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是脑
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
素，其并发症不仅致残、致死率高，而且
严重消耗医疗和社会资源，给家庭和国
家造成沉重负担。她建议市民关注血
压、知晓血压、控制高血压，日常生活中
践行减盐低钠（每日钠盐摄入不超过 5
克）、适量运动（每天超过30分钟中等强
度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等健康
的生活方式，以有效预防高血压。何峰
建议18岁以上成年人要定期监测血压，
做自己血压的第一责任人。在未使用降
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 3次血压测量
收缩压≥140mmHg 和（或）舒张压≥
90mmHg，可诊断为高血压。出现这种情
况要及时就诊，在医生指导下服药并有
效控制血压。

多数高血压患者无症状

“三高三低”心脑危害大

何峰说，血压是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
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压力过大就成了

高血压。高血压会加重动脉硬化进展，导
致心脑肾等器官损害，容易造成糖尿病、中
风、心脏病、肾脏病、外周血管病、眼底病等
并发症，是防治心脑血管病的关键因素。
但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没有症状，且高血压
的患病程度和症状的严重程度并不成正相
关，只有少部分人能感到头疼和非常疲劳，
大多数患者只有在血压突然过高时才会有
明显不适，很多人是在体检或偶尔测血压
时才发现自己血压高，所以高血压被称为
“无声杀手”。

何峰说，目前我国高血压流行的特点可
以表述为“三高三低”。“三高”是指患病率
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我国18岁以上成
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8.8%，每年新发患者
300万例。以高血压为主要诱因的心脑血管
疾病已经是居民死亡的重要原因，高血压引
发的脑卒中患者大约75%不同程度地丧失劳
动力。“三低”是指知晓率低、服药率低、控制
率低。目前我国高血压的总体知晓率为
51.6%、治疗率为45.8%、控制率为15.3%，均
处于较低水平。知晓率低的直接后果是高
血压引发的脑出血、心肌梗死、动脉硬化、肾
病等多种疾病发病率日益上升。

血压正常也需定期自测

家中应自备电子血压计

何峰说，控制血压的前提是知晓血压。
35岁以上的居民，不管去医院看什么病，都
要先测血压。血压正常的居民应该每两年
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易患人群，每三至六
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且要改变生活方式预
防高血压的发生。高血压患者血压治疗没
有达标的，要每天测量血压，早晚各一次，经
过治疗血压达标，再继续按照医生治疗方案
服药的情况下，也应该每周测量一至两天。
高压在130至 139mmHg之间，低压在85至
89mmHg之间、吃盐过多、超重或肥胖、长
期过量饮酒、吸烟、缺乏运动、长期精神压
力大、有高血压家族史、男性 55岁以上及
更年期后的女性，有以上情况的都是高血
压易患人群。

何峰建议，18岁以上成年人最好在家
庭中自备电子血压计定期监测。我国提倡
使用上臂式全自动电子血压计进行有规律
的家庭血压测量。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家庭
血压测量值判断标准不同于诊室血压，家

庭血压读数≥135/85mmHg需要到医院监测
诊室血压。

生活和药物治疗双管齐下

切不可照搬亲朋邻里用药

江国虹说，高血压除了遗传、年龄因素
外，60%至70%的发病因素由不良生活方式
及行为习惯引起。因此高血压的治疗首先
强调终身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饮
食习惯。比如限制钠盐摄入，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每人食盐摄入量不超过 5 克/日。
减轻体重，特别要重视腹型肥胖；适量运
动，建议根据自身条件适量有氧运动、进行
肌肉力量练习和柔韧性练习。高血压患者
不建议清晨进行户外剧烈活动，运动后不
要立刻服降压药，通常服药 1小时后可以
开始运动；戒烟戒酒；保持充足睡眠和心理
平衡，长期精神紧张或焦虑、抑郁状态可增
加高血压的患病风险。
“相当一部分高血压患者仅靠改变生活

方式不能实现血压达标，需要药物降压。
目前高血压控制率不理想的主要因素是很
多患者对长期服药有顾虑，存在不愿意服
药、不难受不服药、不按病情科学服药的情
况。”何峰说，“高血压治疗的终极目标是保
护心脑肾等重要器官不受损伤，药物是目
前最为有效的治疗高血压的方法。服药与
否不以患者的意愿来决定，而是由患者身
体情况和停药后血压能否持续达标来决
定，多数患者会终身服药，合并多种危险因
素的中高危患者还需要尽早启动药物治
疗，用药后盲目停药也可能导致心脑肾等
靶器官受损，引发脑卒中、心肌梗塞、肾功
能不全等。”

何峰说，有的高血压患者觉得到医院麻
烦，就自己找点儿药或者照亲戚朋友的药方
吃，这是非常错误的。高血压的治疗强调个
体化。患者年龄、生活习惯、合并的基础疾
病、肝肾功能以及血糖血脂等指标不同，高
血压用药会有很大区别。目前常用的降压
药有五大类，各类降压药可以单独也可以联
合使用，医生将综合考量来决定用药方式，
照搬亲朋邻里的用药经验可能血压没降下
来还埋下新的健康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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