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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含糊嘴角歪 胳膊不抬奔医院
牢记中风“120口诀”争分夺秒挽救大脑

霜降后呼吸道疾病多发

润肺止咳推荐麦门冬粥

10月29日是第17个“世界卒中日”，中
国卒中学会发布的宣传主题是“识别中风症
状，把握宝贵时间”，口号是“争分夺秒，挽回
生命”。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严重威胁我国国
民健康及生命的一类疾病。全球疾病负担研
究显示，我国居民脑卒中终生发病风险为
39.9%，居全球首位。《中国卒中中心报告
2020》显示，2020年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中
患脑卒中人数约为1780万。我国脑卒中具
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
的“四高”特点，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了巨大的
经济负担。

今年“世界卒中日”期间，我市37家医院
进行了大规模卒中义诊，市环湖医院从28日
起将进行为期一周的义诊活动。面对众多咨
询就诊的患者及其家属，我市神经内科专家
们表示，脑卒中常常突然发生，患者会出现肢
体活动不利、说话不清楚、口角歪斜、昏迷、偏
瘫等症状，严重的危及生命，而急性期过后还
可能遗留肢体残疾等后遗症。专家们建议市
民一定要牢记识别中风的“120口诀”，“1”是
看一张脸，出现不对称、口角歪斜；“2”是看两
只胳膊，平行举起单侧无力；“0”是聆听语言，
言语不清表达困难，也有人将“120口诀”概括
为一句话“言语含糊嘴角歪，胳膊不抬奔医
院”，出现以上症状就拨打120急救电话，尽快
到达有救治卒中患者能力的卒中中心医院。

市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李新教授指
出，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
管阻塞导致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主要分
为缺血性卒中（脑梗死）和出血性卒中（脑出
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其中缺血性卒中约占
脑卒中的60至80%。市民要牢记中风“120
口诀”或者“BE FAST口诀”，实现卒中症状
早识别。因为时间就是大脑。发生脑卒中
后，脑血流每中断1分钟，就会有190万个神
经元死亡；中断5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的神
经功能损伤，脑组织将不可逆死亡。

李新解释说，“BE FAST口诀”中的“B”

即Balance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
突然出现行走困难；“E”即Eyes是指眼睛，
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F”即Face是指
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A”即Arms是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
现在身体一侧；“S”即Speech是指语言，说话
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T”即Time是
指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能出现卒中，切勿
等待症状自行消失，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
话获得医疗救助。

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孟令秋主任医师还
建议患者及其家属同时记下出现这些症状的
起始时间并告知医护人员。在120救护车没
有到来之前，家属尽量不要慌张，若是患者处
于清醒状态，可让患者卧床休息，解开患者衣
服领口、领带，若戴有假牙，取下假牙；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多多宽慰患者，缓解其负面情
绪，耐心等待救护。如果患者发生呕吐，让患
者处于仰卧位，保持头肩部稍高，将头偏向一
侧，及时清理口鼻中的呕吐物，预防其回流入
气管导致窒息。若患者一直抽搐，则不能过
多移动患者。

市环湖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巫嘉
陵教授说：“卒中患者越早获得治疗获益越

大。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缺血3至4.5小时
内是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受损的神经元可
以完全恢复，4.6小时至6小时部分可恢复能
有效降低致残率，缺血超过6小时，受损的神
经元难以挽救。卒中患者在发病4.5小时之
内被送到有救治卒中患者能力的卒中中心医
院，通过静脉溶栓或血管内介入等规范的血
管开通治疗，一部分患者可以明显恢复，甚至
完全恢复，绝大多数患者能因此获得有效治
疗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市环湖医院作为国
家示范高级卒中中心，已经为上万卒中患者
进行了静脉溶栓治疗，其溶栓例数、溶栓有效
率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市。

据了解，我市有10余家国家级卒中中
心和20多家市级卒中中心，患者到达医院
至开始静脉溶栓治疗的平均时间已经控制
在60分钟内。为进一步缩短患者从家庭到
医院的时间，天津市卒中急救地图已经在微
信公众号发布，市民可以通过地图索引找到
距离患者最近的卒中中心。巫嘉陵说，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环湖医院以静脉溶栓、动脉
取栓等卒中救治关键技术为核心，开通了卒
中绿色通道，对符合进入绿色通道标准的患
者进行挂号、接诊、交费、检查、治疗等全程
优先。还制定了“救治关口前移”对策，如溶
栓评估室前移至门诊区域、设立急诊溶栓专
用区域等，并与120急救中心建立诊前联动
机制，实现“病人未到，信息先行”，让医护人
员提前做好准备，保证危重卒中患者能第一

时间得到积极救治。他建议卒中患者若有发
热等呼吸道症状时，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接诊的
120医务人员。这样可将其优先转运至有发
热门诊同时具备卒中绿色通道的综合医院就
诊，既能让患者得到快速、有效的溶栓治疗，
也能降低院内感染风险。

“秋冬季是脑卒中高发季节，这多与天气干
燥导致人体血液黏稠，加之昼夜温差大引发血
管急剧收缩等因素相关。”巫嘉陵说。他特别提
醒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如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以及心梗、脑梗病史的人尤其需要注
意。平时需注重及时补水，饮食清淡及基础疾
病的控制。孟令秋也表示，秋冬季节，管理好血
压、血脂、血糖、体重和烟酒等脑卒中的可干预
危险因素可以有效预防脑卒中。

血压管理：高血压是导致脑卒中最重要的
危险因素。长期、持续的高血压状态可加速动
脉硬化，当血管内压力突然增高时，可使脑内血
管破裂，后果严重。早期、持续、有效地控制高
血压是预防脑卒中的关键。高血压患者应在医
生指导下，积极治疗高血压。服用降压药与不
服用降压药者相比，可以减少一半脑卒中发病
风险。降压是一场持久战，降压药一定要坚持
规律服用，千万不可吃吃停停。

血脂管理：研究表明，总胆固醇、血清甘油
三酯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异常会使脑
卒中风险性增高。日常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以
及减轻体重来调整血脂的同时，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他汀类药物可以明显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
生风险，使缺血性卒中复发风险降低22％，致
死性卒中风险降低43％。

血糖管理：糖尿病是首次脑卒中的主要危
险因素之一，控制血糖可使微血管并发症的发
生概率显著降低。糖尿病和糖耐量异常引发中
风的危险性相比非糖尿病高很多，因此糖尿病
患者积极控制血糖对保护脑血管非常重要。

戒烟限酒：吸烟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
重要危险因素。长期吸烟可使脑动脉硬化速
度加快，降低血管舒缩功能，减少脑血流量，
从而增加脑卒中的发生风险。积极戒烟、减
少被动吸烟都能降低脑卒中的发生几率。另
外，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高血压患者一定要限
制饮酒，这些人群饮酒后发生脑卒中的病例
非常多见。

孟令秋建议市民通过体检了解自己是否存
在危险因素。积极控制危险因素，可远离脑卒
中，也可使卒中患者减少复发，改善预后。

近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外科与
多学科紧密协作，为一位车祸导致骨盆骨
折肾破裂的患者成功实施骨盆骨折闭合复
位微创手术。据该院骨外科副主任刘涛介
绍，骨盆骨折的传统治疗方法是切开复位
内固定，手术创伤大，切口达 20厘米至 30
厘米，手术出血量大，多在1000毫升至3000
毫升。同时，由于手术时间长、难度大，容
易出现神经血管损伤、伤口感染等并发症，
手术风险很高。微创治疗骨盆骨折创伤
小、手术时间短、出血少、生物力学稳定、并
发症发生率低。患者术后恢复快、能早期
开始功能锻炼并离床活动，最大程度降低

了卧床相关并发症发生的风险，
能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据介绍，50岁的魏先生因车
祸致骨盆骨折多发伤，被当地120送至医大
总医院急诊。医院立即开启“绿色通道”，
核酸采样、检测的同时办理入院手续，并送
至急诊创伤中心（隔离病房）立即给予补
液、输血抗休克治疗。患者指标稳定及核

酸结果阴性后随即转至骨外科
关节外科病区继续治疗。骨外
科医护团队给予患者牵引复位

的同时，邀请麻醉科、泌尿外科、重症医学
科、输血科、普通外科、心胸外科、神经外
科、心血管内科等多学科专家进行会诊。
多学科专家团队对魏先生病情进行评估
后，制定了微创手术方案和完善的术前规

划。术中，刘涛带领团队，借助先进的术中C
型臂设备准确透视，用时2小时顺利完成该例
高难度手术，全程出血仅50毫升，手术切口不
到2厘米，术后安全复苏后返回病房。患者术
后2小时就可以饮水和自主踝泵锻炼；术后4
小时可以开始进流食；术后6小时半卧位；术
后第二天复查X片，提示骨盆位置良好，内固
定物植入精准。围手术期内，刘涛团队践行
快速康复理念，除了骨盆术后常规护理，侧重
于个体化康复指导，经泌尿外科会诊肾破裂
相对稳定后，患者术后第三天开始离床活动，
术后第10天顺利出院。

通讯员 王俊苏

家住滨海新区的张阿姨一
年前查出冠心病并置入了一枚
支架，之后她总是放不下心。
不是担心支架掉到心脏里，就

是担心支架处再狭窄。为此，张阿姨基本两三个月就
要到泰达心血管病医院（简称泰心医院）做一次检查。
只有拿着检查报告，听医生告诉她“一切正常”才安
心。最近新冠疫情出现反复，张阿姨一直坚持居家。
时间一久，她又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支架，但特殊时期，
不方便到院就医，这让张阿姨着急上火。女儿帮她挂
了泰心医院互联网医院特需专家田凤石教授的号，通
过屏幕，张阿姨和田教授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听张阿姨说完病情，又仔细查看了她上传的各项
检查结果，田凤石教授分析了她的身体状况，并耐心解
释了支架的安全性、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以及情绪
过于焦虑对身心的不良影响。听着田教授从生理、心
理多方面的专业指导，张阿姨紧张的心情慢慢缓解。
看到妈妈舒展的眉头，张阿姨的女儿从屏幕里向田教
授连连道谢。

田凤石教授说，张阿姨的心理问题其实并不比心
脏本身的问题小，而她的情况在心脏病患者中并非个
例。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
被新兴的社会—心理—生物综合医学模式所取代。
健康的定义也不再仅仅是不生病，而是人类个体在躯
体、精神和社会功能三个层面上均维持良好的状态。
人的情绪与心血管系统疾病之间有深层次联系，控制
心理疾患对心血管疾病治疗和转归具有积极影响，研
究心理疾患与心脏病之间关系的“双心医学”便应运
而生。作为心内科医生，在诊治患者是否存在心血管
器质性病变的基础上，需要更多关注患者的精神心理
状态，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提高心血管疾病的疗效，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据了解，疫情期间，为满足患者
线上诊疗刚需，泰心医院多科室医生均在该院互联网
医院出诊。患者通过关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公众号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在线问诊、复诊开药、开
立常规检验及检查项目，还可以实现医保在线实时结
算，药品配送到家。

通讯员 王鹏

霜降节气后，气温日益
寒凉，也进入了呼吸道疾病
的多发季节，其中流感、鼻
窦炎更是处于发病高峰。

天津首批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学张曾譻教授
建议市民霜降之后，要减少“秋冻”，随时根据温度变
化增减衣物，尤其要注重下肢的保暖。外出时佩戴口
罩，避免寒冷空气对呼吸道的刺激。运动时，不宜过
量，以免出汗过多，损耗阳气。中老年人晨练的时候
要戴好手套、口罩，运动时以微微出汗为宜。

张曾譻说，霜降处于秋末时节，这时温度较低，易
引起咽喉干燥，口舌少津，嘴唇干裂、便秘等症状。饮
食除了多喝水、多吃果蔬、避免辛辣食品外，可根据个
人情况选择滋补肺阴、清除燥热的银耳、百合、银杏、
枸杞、莲藕、莲子等食材，还可多吃些白薯、山药、蜂
蜜、大枣、芝麻、核桃等生津润燥、固肾补肺的食物。
霜降后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民间有“霜降吃柿子，冬
天不感冒”的说法。

他还向市民推荐具有清热润肺、生津止咳的麦门
冬粥。麦冬门30克，白粳米100克，冰糖6克。麦门冬
放入砂锅，煎煮30分钟取汁，再将粳米入锅煮粥，等半
熟时加入麦门冬汁和冰糖，共煮至粥成。每日2次，早
晚温服。

通讯员 白迪迪 耿晓娟

六成至八成卒中是脑梗死

记住“BEFAST口诀”早识别

学会使用卒中急救地图

发病4.5小时内溶栓疗效佳

秋冬季脑卒中最高发

管好血压血脂血糖体重烟酒

车祸不幸骨盆骨折肾脏破裂

总医院成功实施高难度骨盆微创手术

门诊动态

医疗动态

季节提醒

深秋心脏病患者易发心理疾患

线上“双心”诊疗解“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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