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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心 脑 血 管 疾 病 患 者 来
说，一些专病的特色门诊，应留
意，说不定哪天需要就诊。

老年记忆门诊 提供专业认知
训练

认知功能训练门诊或老年记
忆门诊可以为患者提供专业的认
知训练和家庭治疗方案。

如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
认知功能训练护理门诊由神经内
科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护理团队
成员出诊，针对认知障碍患者的
患病特点及疾病进展制订个体化
一对一认知训练方案。同时为患
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家庭训练方
案，解答家属在家庭照顾中的疑
惑，最终达到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的目的。

而哈医大四院的老年记忆门
诊不仅提供免费简易认知量表检
测、免费为患者制订个体化的治
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和认知功
能康复训练方法等，还为患者提
供了优惠的影像学检查。

哈医大四院老年记忆门诊负
责人、神经内科痴呆研究室主任
李绪领介绍，中老年人如果怀疑
自己记忆力下降；被家属和密切
接触者发现记忆力明显衰退；出
现其它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语言
能力、定向能力、计算能力、思考
判断能力大不如前；伴有情绪、心
理或睡眠问题时，建议到老年记
忆门诊就诊。

帕金森专病门诊 解决就诊奔
波苦

帕金森治疗涉及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神经心理、神经康复以
及护理等方面的问题，而我国目
前大多数医院的模式是单科管
理，患者经常在各个科室之间进
行徘徊、辗转，导致患者和家属身
心疲惫。帕金森专病门诊则为患
者解决了这一难题。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帕金森专
病门诊开创了多学科联合诊疗模
式，联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
复科、影像科、麻醉科，中晚期的
帕金森患者来医院就诊时不用再
单独挂多个科室，直接挂专病门
诊即可。

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医师张克忠说：“神经内科首先
介入药物治疗，中后期进行脑起
搏器手术评估，转诊到神经外科
进行手术，影像科、麻醉科为手术
安全保驾护航，康复科介入康复
指导。”

张克忠提醒，50岁以上是帕
金森疾病的高发期。身体僵直、
肢体抖动、运动迟缓、姿势步态异
常是常见的帕金森疾病的症状。
如一个人出现“面具脸”双眼凝
视、眨眼少，姿势前倾，行走时手
臂不摆，手抖，下肢僵硬，步态慌
张，这都是帕金森的典型表现。
嗅觉的下降甚至丧失，睡眠紊乱、
常做噩梦等也是早期帕金森疾病
的预警信号。

脑卒中门诊 急救防治一条龙

卒中专病门诊包含了卒中的

综合防治，包括为患者进行卒中
危险因素筛查、卒中发病危险评
估为高危患者制定卒中预防计
划、对已出现卒中症状者进行规
范化的诊断和治疗，对卒中患者
进行二次预防，降低卒中的复发
率、致残率和死亡率。

上海市东方医院脑卒中中心
主任李刚介绍，上海市东方医院
脑血管病中心在脑血管病社区高
危因素筛查、院前急救、院内急诊
以及卒中病房诊疗方面均有特
色，卒中病房里开展了不同于传
统病房的治疗项目，包括对脑血
管狭窄的筛选评估和介入治疗、
脑血管造影，脑动、静脉溶栓治
疗，抗凝、抗血小板治疗，神经外
科手术治疗，脑卒中后认知测评，
语言、吞咽、肢体训练，脑血管病
的一级、二级预防，早期康复治
疗。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脑
卒中门诊包括对脑卒中患者及高
危人群体检，对患者进行规范化
药物治疗以及进行介入、手术干
预治疗等，此外还会为脑卒中患
者及高危人群做健康宣教、生活
指导并建立健康档案，定期随访。

高脂血症专病门诊 综合调节
血脂谱

高脂血症与动脉粥样硬化的
发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国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把
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作为研
究的重点，曾获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在系统总
结国内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高
脂血症动脉硬化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传统优势特色，开设了高脂
血症专病门诊。

轻度血脂异常，在改善生活
方式基础上，坚持 2~3 个月中药
调理，多数患者可有明显改善，继
续坚持中药代茶饮可以维持血脂
水平；对于血脂升高明显，中西医
结合治疗可进一步促进血脂达
标，减轻头昏、困倦、胸闷、肢麻、
乏力等临床症状；对不能耐受西
药（服用西药后肝功异常或肌肉
疼痛等症状明显）的患者，中药也
是较安全的治疗选择；对早期发
现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坚持长
期中西医结合治疗，可在一定程
度延缓甚至逆转动脉粥样硬化的
进展，减少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

心脑血管病的特色门诊

受访专家：
房繄恭：中国中医科学院针

灸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擅长：
卵巢早衰、不孕不育、颈椎病、过
敏性鼻炎等疾病的治疗。

李滋平：广东省中医院针灸
科门诊主任；擅长：颈肩腰腿痛、
头晕头痛、失眠等疾病的诊治。

近日，《美国内科年鉴》发表
的美国医师学会（ACP）《急性、
亚急性及慢性腰痛的无创治疗
临床实践指南》中将针灸作为治
疗急慢性腰痛唯一的一线疗法
进行推荐。

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
李滋平教授认为这有两方面原
因：一是循证医学表明，针灸治
疗腰痛副作用小，临床很少见不
良反应；二是由腰痛这个疾病本

身 的 性 质 特 点 决
定。如运动时常见
的肌肉拉伤、肌腱
损伤等软组织损伤
会导致某一部位皮
肉筋脉受损，出现
经络不通，经气运行受阻，瘀血
内停而成。立马进行针灸治疗，
通过针刺疏通经络，可使软组织
的瘀血得以消散，效果好且见效
快。

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肌
劳损等慢性疾病而言，绝大部分
采取非手术保守治疗就能达到
病情的缓解和治愈，而针灸就是
保守治疗的重要方法。

出现腰痛症状时，很多人都
因为工作忙而不太“上心”，以为
扛一下就过去了。殊不知，久而
久之会造成慢性腰病。中国中

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房
繄恭提醒，“急性腰痛，防重于
治”。

具体来说，得了急性腰痛需
及早就医，尽量彻底、及早治
愈。病情痊愈后，腰背部肌肉锻
炼需要进一步加强，如小燕飞、
平板支撑等动作。腰部活动时
动作应协调、姿势要正确。如
搬、提重物时，应取半蹲位，使物
体尽量靠近身体，避免提起过重
物体。也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
在一个固定体位和强迫姿势中
过久工作。

急慢性腰痛试试针灸

受访者：洪虎，1940 年 6
月生，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
位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洪
学智将军之子，原吉林省省
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
委员，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
创会会长、高级顾问。

说起老人健康，往往关
注生理健康，其实，心态健康
更值得关注。

心态好到底有多重要？
洪虎打了一个比喻，就像那
地里的幼苗，如果只看重肥
料、阳光等外在因素，植物不
一定都长得好，还要看植物
本身的生存能力怎样。而心
态好的人，就好比生存能力
强的植物，能从周围的环境
中汲取养料，茁壮成长。

困苦经历，让人受益

不少人认为，只有安定、
舒适才能健康、长寿。其实
不然。生活中不如意十有八
九，若能在艰苦环境中泰然
自若、心态平和，自然也就身
心健康。洪虎是“红二代”，
曾担任过吉林省省长，自小
随父亲南征北战，成长环境
恶劣自是不用多说。

1963 年，洪虎从原北京
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毕
业后，分配到吉林化学工业
公司工作，两年后调到青海
黎明化工厂，在企业做了 15
年的技术与管理工作。当年
所在车间主要制造液体火箭
推进剂，苏联专家撤走后，作
为车间技术员面临的困难可
想而知，他坦然面对，在车间
领导和老工人带领下，克服
障碍，突破难关。洪虎一直
很怀念自己当年在一线基层
的那段经历，那段经历让他
提升了能力，磨练了意志，锻
炼了心智，受益终生。

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洪虎的父亲洪学智，虽
说是开国上将，却历经了“四
起 三 落 ”，仍 活 到 94 岁 。
1959 年，他因受彭德怀问题
牵连，解除军籍，降职下放到
长春工作。但他不在意，始
终用豁达、平和、宽厚的心胸
对待他人。在长春，他常和
人下象棋；跟理发员关系处
得跟朋友似的。大家亲切地
叫他“老洪头”。

孟子提出的“与人为善”
是说要与别人一起行善。帮
助别人，首先要心怀善意。
别人有难处，尽一臂之力；如
果实在力所不逮，也要善意
相待。

对新事物保持敏感

说起老年生活，人们常
想到遛弯、晒太阳、看电视。
但老人生活终究取决于老人
自己。当然，这首先要基于
老人身心健康的状况，调适
好心态，尝试新鲜事物，乐观
面对现实，努力让自己每天
的生活充满朝气。

洪虎如今已 77 岁了，很
多人在这个年龄早已赋闲在
家，但洪虎没认为自己老了
就该歇着。2013年 2月从全
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退休后，
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成立
的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中。
跟他以前的工作相比，这完
全是新的事业。但洪虎依然
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
的岗位上奔忙，上班、出差、
调研，片刻不闲。现在他已
辞去会长职务，但还在操心
着中国职业经理人事业发
展。这样的生活，使他时常
处于学习、思考、探索、创新
的享受中，生活过得很充实。

老人健康关键是心态

一般将病程持续时间少
于 3个月的失眠称为短期失
眠障碍。短期失眠障碍可找
到相关诱发因素，去除诱因，
部分患者睡眠可恢复正常，
但仍有部分患者会转为慢性
失眠。

神经内科心理治疗师郭
嘉介绍，失眠具有慢性化、复
杂性的特点，所以短期失眠
患者需积极治疗，包括心理
行为干预和（或）药物治疗，

对防止转化为慢性失眠非常
重要。

失眠患者往往对失眠有
认知偏差，如睡眠期望过高，
对睡眠原因错误理解，因而
临近睡眠时就感到紧张、恐
惧，担心睡不着，形成恶性循
环。认知疗法就是帮助失眠
者消除这些不合理观念，减
少对失眠的恐惧，重塑对睡
眠的期望值。

■就医提示

失眠超三个月
小心慢性失眠

骨质疏松的老人活动时
不要太猛，悠着点。

提举：不要提举超过 4.5
千克的物品或行李。拾取物
品时，不要采用弯腰方式，这
样会使后背与地面平行，对
背部产生极大牵拉；从地面
向上提举物品时，首先屈曲
一侧膝关节着地，略微收腹
以支持背部，呼气时提举或
站立，不要屏住呼吸，借助下
肢力量站立起来。

携带：不要携带超过 4.5

千克的物品、行李或婴儿，携
物时尽量将物品处于腰部水
平靠近体侧。较重物品分装
在不同袋子，双手尽量分别
携带相同重量的物品使负荷
平衡。

推和拉：当吸尘、清扫
时，保持双足一前一后分开
站立姿势，面部朝向操作方，
避免背部弯腰或扭转。以摆
动方式将重心从一足转移至
另一足。

■保健提示

骨质疏松运动悠着点

月经周期 与月经周期变化最
相关的心律失常首推室上性心动
过速，研究发现月经周期第7天，
雌激素水平最高，发作次数最少；
第28天黄体期，心动过速发作次
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另有心
脏电生理研究发现在高雌激素水
平时，电生理检查不易诱发室上
性心动过速。

妊娠期 妊娠期间心律失常的
发生率大体呈上升趋势。不但原
有的心律失常发病次数较以往增
多，而且可能出现新发的心律失
常。既往无症状的心律失常，在
妊娠期间症状会变得明显。因此
孕前心脏相关检查及心律失常诊
治是很必要的。不过，孕期妇女
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极为少见。
妊娠期常见的心律失常大多数在
分娩后可以恢复正常。

产后 这时期雌激素与孕激素
的水平均较高，心脏对儿茶酚胺
的敏感性也增加，加之产妇劳累、
焦虑，心律失常事件显著增加。

绝经期 绝经期最易发生的心
律失常是心房颤动，并且具有一
定的特征:无明确病因多见；更无
时间规律性；心房颤动持续时间
明显长于男性；发作次数每周大
于两次等。

链接

多吃大豆制品 富含大豆蛋白
的饮食习惯有利于女性心血管健
康。女性绝经前后由于性激素波
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率会明
显上升。如果可以终身食用大豆
制品，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脉
粥样硬化发生。

常喝柚子汁 日常摄入柚子汁
能帮助中年绝经女性远离动脉硬
化，保持血管的弹性，从而使得血
液能够更好地流入心脏。

■专家提醒

女性四个特殊
期防心律失常

糖友经常会出现胃肠疾病，
比如便秘或腹泻、胃炎、胃溃疡
等。为防止出现胃肠功能异常，
一定要以预防为主。

首先，要严格控制血糖及其
他相关危险因素，减轻或避免糖
尿病神经并发症的发生。第二，
可采用定时、定量、分餐的饮食

方法，使胃肠的蠕动、消化液的
分泌长期处于一种规律、适度的
状态，这个方法对预防胃肠功能
紊乱和各种胃肠疾病十分重
要。第三，每餐中各种食物的合
理搭配，也可以预防糖友胃肠功
能的紊乱。比如，每餐中膳食纤
维过少，会引起大便干燥，膳食

纤维过多，则可以引起腹泻。第
四，糖友定时排便，也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这样的生活习惯可
以使肠道的功能更有规律性。
第五，要积极治疗各种胃肠疾
病。当已经合并胃肠并发症时，
则要及时看医生，进行药物治
疗。

糖友易患胃肠疾病
■专家提示

很多糖友认为，患上了糖尿
病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把血糖降
下来，避免并发症的出现，但对
于控制血压，很多糖友却不以为
然。其实，对于糖尿病合并高血
压的患者来说，降血糖固然重
要，但把血压控制到正常水平就
更重要。

高血压与高血糖像孪生兄
弟一样，不论哪种疾病先发生，

都会加重对心、脑、肾、血管等靶
器官的损害。有研究显示，严格
控制血压可使糖尿病并发症（如
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的发生率
降低24%，糖尿病死亡率也会下
降。此外，糖尿病患者对血压控
制要比一般高血压患者低，即血
压建议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
以下。

2型糖尿病主要的问题是出

现大血管病变（如心脑血管疾病
和周围动脉阻塞性病变），因此
2型糖尿病又称之为心血管疾病
等危症，也就是说2型糖尿病就
是心血管疾病。为了防控心血
管疾病，如心梗、脑中风，对于糖
尿病合并高血压的糖友们，要严
格控制血压，千万不能掉以轻
心。

降压比降糖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