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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动态

本报讯（通讯员孙永红）今年7
月11日是第30个世界人口日，为推
进新形势下计划生育与卫生健康工
作有序开展，促进家庭健康和谐，近
日，平潮镇计生办开展了“7·11”世
界人口日系列宣传活动。

7月9日上午，该镇食安办联合
镇司法所、安监所等部门，在镇政府
门口开展“7·11”世界人口日宣传周
活动。活动现场，前来咨询各类政
策知识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
向过往居民发放《中国公民健康素
养 66条》《关爱女性预防两癌》等宣
传折页 100余份，发放避孕药具 30
余盒，并提醒群众在夏季注意防暑
降温，倡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健康卫
生习惯。活动受到群众欢迎。

7月1日上午，平潮镇花坝村开

展“不忘初心永向党，坚定不移跟党
走”庆祝建党 98周年演出活动，结
合扫黑除恶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
题，精心编排了 10条“7·11”世界人
口日知识有奖竞答题目贯穿其中，
观众们积极参加竞答。

6月 26日下午，平潮镇组织村
居同志共 68人开展了“7·11”世界
人口日知识竞答活动。竞答题目以
计生政策、业务知识、健康素养以及
卫生基本常识为主。参赛者踊跃答
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此次世界人口日系列宣传活动
旨在宣传新形势下的人口与计生政
策，增强育龄群众对世界人口日的
认知，为该镇计划生育与卫生健康
事业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
容颜改变，皮肤松弛，皱纹越
来越多地布满额头，这是因为
皮肤在衰老。除了表面看得见
的变化，作为生命通道的血管
也会衰老。一般情况下，血管
从20岁就开始老化，当存在高
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时
候，这种衰老便会提前加速。
当年轻的冠心病患者拿着自己
的报告给医生解读的时候，医
生会告诉他，你的血管已经如
同四五十岁中年人的血管，出
现了老化现象。

那么，何为血管老化？正
常的血管壁是光滑的，管腔通
畅，而且富有弹性。当血管发
生老化时，管壁增厚，不光
滑，出现不同厚度的斑块，管
腔狭窄，血管弹性下降、变
脆；严重时，因斑块破裂，继
发血栓形成，可造成管腔不完
全或完全堵塞时，会出现胸
痛、胸闷、头晕、下肢活动时
痛，严重者出现气促、晕厥、
一侧肢体瘫痪、静息时下肢痛
等症状。

自测血管年龄的方法

自测血管年龄法简便易
行，每个人都可以试试。下面
有 12 个选项，看看你符合几
条。

1.情绪压抑。
2.过于较真。
3.嗜吃方便面、饼干、点

心。
4.偏食肉类食品。
5.不愿运动。
6.每天吸烟支数乘年龄超

过400。
7.爬楼梯时胸痛。
8.手脚发凉，有麻木感。
9.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
10.血压升高。
11.胆固醇或血糖升高。
12.直系亲属中有人死于冠

心病或中风。
在上面 12项中，符合其中

4项以下，说明血管年龄尚属
年轻；符合 7项以下，提示血
管年龄超过生理年龄 10 岁以
上；符合 8项以上，说明血管
年龄比生理年龄大 20岁以上。
后两种情况提示患糖尿病、心
脏病、脑中风的可能性较大。

检测血管年龄的其他方法

除了自测血管年龄外，还

有很多种检测血管年龄的方法
和硬指标。

1.测量血压。若高压和低
压相差 50mmHg以上，提示血
管硬化，即老化。

2.检测动脉硬化指数。该
指数=[血总胆固醇 （TC）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 （HDL-
C）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正常数值为＜4。如果动脉
硬化指数≥4，说明已经发生了
动脉硬化，而且数值越大，动
脉硬化的程度就越高，发生心
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也越高。

3.由医院专门设备检测动
脉脉搏波传导速度（PWV）和
踝/臂 血 压 指 数 （ABI）。 若
PWV≥12m/s， ABI<0.9， 提 示
血管硬化，即老化。

4.X线或 CT检查发现动脉
管壁钙化。

5.血管超声发现血管管壁
增厚，出现不同厚度的软斑
块、硬斑块或混合斑块，有的
甚至引起管腔狭窄。

6.冠脉 CTA或有创的冠脉
造影检查，可进一步评估冠脉
管腔狭窄的程度。

近代著名的临床医学之
父、英国医生奚丁汉曾说过，

“一个人的动脉有多老，他就有
多老”。 由于血管肩负着全身
营养物质的运输和代谢产物的
转运等多项功能，一旦血管出
现老化，预示其发生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

保持血管年轻化的方法

1.合理膳食，包括低盐少
油、多素少荤、多食粗粮和蔬
菜。

2.减轻体重，使体重质量
指数（BMI）控制在25以下。

3.适量中等强度运动，如
快步行走、骑自行车、跑步
等，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
的60%左右。

4.戒烟限酒。
5.保持心理平衡。
6. 控制血压，使血压达

标，一般高血压患者至少使血
压控制在140/90mmHg以下。

7.降低血胆固醇水平，可
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以起到软化血管
的作用。

8.坚持降糖治疗。
（来源：健康报网）

血管老不老 自己就能测

药补不如食补，中国人更喜欢
膳食疗法。但是，很多人食补的方
法不正确，特别是在补铁方面，很
多人走入了误区。下面跟您说说如
何正确补铁。

菠菜、蛋黄补铁是误区

一提到菠菜，很多人马上想到
它补铁、补血的功效，很多家长还
会给孩子“投喂”大量菠菜。但
是，菠菜补血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1870 年，德国有一位叫 Wolf
的科学家，专门测算了菠菜的铁含
量，但在计算时犯了一个“低级错
误”——向右错移了一位小数点。
这之后虽然纠正过错误，但纠正错
误的声音远远小于犯错误时的声
势，直到 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
仍然认为菠菜含铁量非常高，体内
缺铁应该多吃菠菜。

事实上，菠菜与其他绿叶蔬菜
一样，含铁量不高，所含的铁是植
物性铁（非血色素性铁），这种铁
的吸收率很低。所以菠菜在补铁方
面没什么特长，而补铁和补血是一
回事，所以菠菜的补血功效也非常
有限。

很多家长还喜欢用鸡蛋黄给孩
子补铁，其实蛋黄并不适合给孩子
补铁。鸡蛋黄中有一种叫作卵黄高
磷蛋白的物质会抑制铁吸收，因而
蛋黄中的铁吸收率只有 3%，远不

如动物肝脏、红肉等食物的补铁效
果好。

吃动物内脏补铁最好

不同食物补铁的效率差距非常
大。比如上面提到的菠菜里含的是
植物性铁，吸收效率可能只有
1%～2%；猪肝里含的是血色素性
铁，铁的吸收效率是 20%～30%，
因此食用动物性食品补铁效果最
好。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男性每日铁
的适宜摄入量为 12毫克，女性为
14毫克，动物性食物中每百克含铁
的毫克量是：瘦猪肉 3、猪血 8.7、
鸡肝12、猪肝22.6、鸭肝23、鸡血
25。

动物内脏中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维生素A和微量元素铁，但动
物内脏类食物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吃。动物内脏中的胆固醇和饱和性
脂肪含量很高，是引发心血管疾病
的“杀手”，因而“三高”患者不
宜吃动物内脏。

补铁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缺铁性贫血患者要去除
病因，接受正规治疗；其次，纠正
不良的饮食习惯，如偏食、挑食
等，每周饮食中应有动物内脏，或
常吃动物的血制品，如猪血、鸡
血、鸭血等，血液中的血红素铁可
直接被肠道吸收，不受食物中草

酸、植酸等的影响；第三，补充优
质蛋白，如鸡蛋清、牛奶、瘦肉
等，这样既可促进铁吸收，又为人
体合成血红蛋白提供必需的材料。
此外，铜可促进铁的吸收，可适当
增加含铜量较多的食物，如海鲜、
豆类等。

另外，膳食纤维不要过量摄

入，过高的纤维影响微量元素（其
中包括铁）的吸收。同时，少喝浓
茶和咖啡，以免妨碍铁的吸收。贫
血症状严重者可补充铁剂，但是补
充铁剂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以免
过量引发中毒。

（来源：健康报网）

补铁，你的方法正确吗？

平潮镇开展“7·11”世界人口日系列宣传活动

教你一招

学生放假了，暑期游进入
高峰。此时，也是蜱虫袭人的
高峰期，尤其是带“毒”的蜱
虫更要警惕，注意做好自身防
护。

蜱，是寄生在家畜、鼠类
等体表的虫子，它主要生活在
森林、丘陵地区。蜱一般寄生
在动物皮肤较薄的部位；游离
动物体后附着在草上，可叮咬
人、吸血。蜱虫吸血时把头埋
入皮肤下，吸血时间可长达数
天，吸饱血后自行脱落。发病
季节绝大多数在4～10月。

大多数人被蜱虫叮咬后仅
会引起过敏、溃疡或发炎等症
状，一般较轻微。但蜱虫作为
一种传播传染病的媒介生物，
体内可有多种病原体 （病毒、
细菌、寄生虫），常通过叮咬吸
血使人患病，尤其是新型布尼
亚病毒感染引发的高热伴血小
板减少综合征。

如果被蜱虫叮咬，或去过
山区乡村后出现感觉不适，一
定要重视，及时就医。感染新
型布尼亚病毒的患者主要症状
是发烧，体温多在 38℃以上，
重者持续高热，可达 40℃以
上，部分病例热程可长达10天
以上，并伴乏力、厌食、恶

心、呕吐等，部分病人有头
痛、肌肉酸痛、腹泻等症状，
少数患者还会有出血倾向，表
现为皮肤瘀点瘀斑、牙龈出
血、球结膜出血等，目前尚无
特异性的抗病毒治疗，但及时
发现早期治疗，多数患者可以
痊愈。

追踪被蜱虫叮咬的病例，
大部分发生在树林、低矮灌木
林等处，因此喜欢野外游玩的
朋友（如暑期亲子乡村游），在
蜱虫主要栖息地如草地、树林
等环境中久留，要格外当心，
做好保护措施，如穿长袖衣
服，扎紧裤腿，尽量不要穿凉
鞋，裸露的皮肤涂抹驱避剂
等。如若发现被蜱虫叮咬，不
可强行捏拽取出蜱虫，可就近
至医院处理伤口；一旦出现发
热等疑似症状或体征，更应及
早就医，并告知医生相关情况。

另外，蜱虫叮咬感染病毒
发病，正常人通过接触病人的
血液、体液、分泌物或呕吐物
也可能感染，即人传人。因
此，特别提醒病人家属，尤其
陪护的家人要注意自我保护，
避免接触病人的血液、体液或
呕吐物等。

（来源：健康报网）

外出游玩防“毒”蜱

人早上醒来时，是最容易产生
焦虑感的。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
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我们该
用什么方式来化解呢？

1、睡前冷静放松

想要早晨的心情好，那么前一

天入睡时，就一定要冷静放松，不
要过度忙碌后马上睡觉，应给自己
一些放松的时间，缓和自己的情绪
再睡觉。可以在睡前准备好第二天
要穿的衣服，写好第二天的规划，
这样就能让第二天的情绪轻松一

些。为保证睡前的放松状态，可以
将手机调为静音模式，让它远离自
己的视线，不要让心里总是惦记着
手机，而导致睡眠质量不好，这样
也会让第二天的心情不好。

2、保证睡眠质量

睡眠质量是格外重要的，拥有
一个好的睡眠质量，会让人的身心
保持放松状态，第二天焦虑现象也
会减少很多。在睡觉时，不要把注
意力完全集中在第二天要做的某些
事情上。可以做一些想象训练，想
象一些快乐的场景，缓和自己的心
境。也可以回忆一天中开心的事
情，分散大脑的注意力，让大脑不
再进入负面情绪，让人更加乐观。

3、不要抗拒焦虑

如果早晨产生了焦虑的症状，
一定不要抗拒这种反应，这样会影
响一天的心情。有了焦虑现象，就
应该学会放下，放弃内心的纠结，
保持乐观的心态。

4、做好时间规划

在早晨时，我们通常可以规划

一天的行程，也可以花点时间做一
些有利于大脑的活动，比如可以阅
读新闻，这样会让压力减小，释放
焦虑情绪。

5、深呼吸

深呼吸是减轻焦虑的好办法，
它能让身体保持放松状态，特别是
早上深呼吸几次，可以让人体肺部
吸收大量的氧气，给身体一个缓冲
状态，防止脑部供氧不足。

6、不要着急看手机

很多人喜欢一起床就抱着手机
看，这样会给身体带来压力，在早
上破坏情绪。建议起床后第一件事
情，应该是伸伸懒腰活动筋骨，适
当的散步、慢跑和做瑜伽等，让身
体处于新鲜空气中。

早上产生焦虑是一件小事，千
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情，影响一天
的心情，如果通过以上措施，还是
感到非常焦虑，也可以通过咨询心
理医生来改善。

（来源：健康报网）

早晨起床易焦虑怎么办？

本报讯 （通讯员吴广忠）为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环境，优化医
疗服务流程，解决患者在就诊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通州区第八人民医
院在今年组建了一支由两百多名医
务人员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每天都
有一名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利
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在门诊区域为患
者服务，实现患者就诊绿色服务无

缝衔接。
“医生，我头晕，应该挂什么

科？”“今天专家号可以挂吗？”“医
生，这个自助打印机怎么用？”据
了解，志愿者主要服务于医院门诊
大厅，为患者导诊、指导自助挂
号、自助缴费、帮助打印检查结
果、用轮椅运送患者等。哪里有患
者，哪里就能看到“红马甲”的身

影。志愿者穿梭在医院各个角落，
在帮助患者解决困难的同时，不忘
收集患者及家属对医院服务的建议
和意见，及时反馈给相关职能科
室。

“我是从外地过来金沙打工
的，第一次来八院，也不认识字，
不知道去哪儿做B超和拿药，多亏
这位志愿者帮助我，真的非常感

谢！”患者张大哥在志愿者热情帮
助下顺利看完病感动不已。

志和愿，两个字中都有一颗
心。志愿者们用心坚守在服务岗位
上，用和蔼的态度、文明的语言、
热情的服务，为患者提供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爱心“红马甲”成为
医院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红马甲”——服务在医院的靓丽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