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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茜 姚雯钊

脑中风，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近年来，
这种死亡、致残率极高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引
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把每年9月定为“脑健
康月”，9月16日定为“脑健康日”。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35至55岁之间的人群，
正是家庭和社会的“顶梁柱”，但压力大、熬夜、饮
食不规律、缺少锻炼的生活，给脑出血、脑血栓等
急性脑血管疾病埋下重大隐患， 正悄然成为脑中
风的新目标。

中壮年成为脑中风的新目标
脑中风，医学术语称“脑卒中”，通俗地讲就是

突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 血管阻塞或
出血，导致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这种疾病瞬间就能
让人失去生活的尊严：口齿不清、口角歪斜，瘫痪
在床，甚至失去生命，且具有高复发性。

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700多万
人，存活者75%以上有功能障碍而致残，现在仍
以每年8.7%的速度递增， 其中有27%至40%的
复发。更值得警惕的是，脑卒中的发生出现年轻
化的趋势， 四五十岁的中壮年已成为脑卒中的
新目标。

省脑科医院收治的脑科疾病患者中， 排名首
位的就是脑血管疾病，占收治总人数的37.8%。该
院神经内科主任刘秋庭教授介绍， 今年他们科室
收治的40岁以下的脑卒中患者较往年同期增加
了10%，占科室总收治病人数的5%。湘雅三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曾对45万年龄大于30岁的体检人
群， 利用脑卒中自评量表初步筛查脑卒中高危个
体，发现高危者占19.45%，中危者占10.07%，且年
纪在35至55岁之间的高危人群增速明显。

小心身体的细微“警报”
很多人正值壮年， 在工作生活时毫无症状的

突然倒下，让人惋惜。其实，在发生脑卒中之前，许
多人会有一些“小中风”症状，但这些细微“警报”
只是出现很短暂的几分钟时间， 因此往往容易被
人忽视。

对于普通人而言， 如何判断是否是脑中风发
作呢？刘秋庭总结出了“三三三”原则。首先，可以
让怀疑对象讲任意三句话，听其讲话是否流利、是
否词不达意、含糊不清；然后让怀疑对象上肢向上
举三下，每下停留5秒钟，看是否无法坚持；最后

让怀疑对象起步走三步，看是否发生拖步、走路不
稳。

如果出现上述症状的任一项不正常， 都有可
能是急性脑卒中发作。此外，中风发作还有一侧面
部麻木或口角歪斜、突然单眼、双眼视物模糊或向
一侧凝视、意识不清或抽搐、突然出现既往少见的
严重头痛、呕吐、大小便失控等症状。刘秋庭特别
提醒：一旦出现疑似中风症状，必须在第一时间送
达正规专科医院或有神经内科的综合医院。

专家提醒，时间就是大脑。只有分秒必争才尽
可能降低脑部的损伤。如果中风发生了，家人要做
的是立刻致电120或医院的绿色通道急救电话。
千万不要抱着等等看的心态， 以为过一会儿就没
事了。 中风发生后的3小时内是救治的黄金时间，
对病人的康复会比较有利，超过6小时病人的康复
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残疾程度会增加。

“危险人群”自查8项风险
哪些人更应该敲响预防的警钟呢？专家介绍，

脑卒中的8个危险评估因素如下： 高血压病史（≥
140/90mmHg）或正在服用降压药；房颤和心瓣
膜病；吸烟；血脂异常；糖尿病；运动缺乏或轻体力
劳动者 (运动次数<3次/周且<30分钟/次；参与

工农业劳动视为有运动)； 明显超重或肥胖（BMI
（体重/身高2）≥26kg/m2）；有脑卒中家族史。

湘雅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志恒提醒，
如果发现自己存在3项或3项以上列举的危险因
素，就是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应抓紧去医院进行专
业的筛查并进行干预。以上指标小于3个，但合并
有慢性疾病（高血压病、糖尿病、房颤或心脏瓣膜
病）者，属于中危人群，需要进行规范化管理和进
一步医生专业筛查和评估。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是一剂预防“良药”。有研
究提示， 平时吃水果和蔬菜较多的人得脑卒中的
机会相对较少。长期、大量吸烟可使脑血管舒缩功
能降低，并加速动脉血管硬化而增加中风的危险。
因此， 劝吸烟者戒烟是减少脑卒中的有效措施之
一。无论一次醉酒或长期大量饮酒，都会增加发生
脑卒中的机会。 男性每天较适宜的饮酒量为高度
数白酒不超过50ml(约1两)，啤酒不超过640ml，葡
萄酒不超过200ml，女性饮酒量需减半。

专家提醒，生命在于运动，经常运动的人患中
风的几率明显减少。 据统计，40岁后的男性积极
运动比不活动的同龄人发生脑卒中的危险低
27％。同时，保持情绪平稳，避免暴怒和情绪激动，
都能有效预防脑中风的发生。

脑中风“年轻化”敲警钟
健康话题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文奕 李俞辰）全世界平均
每5至6分钟就有一个缺陷婴儿出生。
9月12日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记
者当天从省妇幼保健院获悉，我省出
生缺陷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值得关
注的是，城镇出生缺陷发生率高于农
村，随着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会
有更多的高龄、 合并症产妇出现，可
能会增加出生缺陷的发生率。

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500万缺陷婴儿出生，85%以上发生
在发展中国家。我国先天残疾儿童总
数高达80-120万。 据2013年我省52
家监测医院的数据显示，出生缺陷率
相比2012年下降了7%左右， 先天性
心脏病、多指（趾）、外耳其他畸形是
2013年出生缺陷发生种类的前三位。

省妇幼保健院遗传优生科副主
任贾政军介绍，监测结果显示，城镇
出生缺陷发生率高于农村，城乡出生
缺 陷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217.46/ 万 、
167.36/万。值得关注的是，年龄小于
20岁的孕产妇构成比呈逐年上升趋

势， 出生缺陷发生率较2012年升高
59.38%， 而这个年龄段多处于校园
生活阶段， 缺乏性与生殖健康意识，
心理承受能力差，需要加强青少年性
与生殖健康教育，增强女性自我保护
意识。另外，大于35岁孕产妇逐渐增
多， 随着国家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
2014年将会有更多的高龄、 合并症
产妇出现，可能会增加出生缺陷的发
生率，需要加强高龄产妇的孕前及孕
期健康教育，减少高龄产妇出生缺陷
儿的发生。

贾政军提醒，做好三大类产前检
查，能最大限度降低生育风险。第一
类是孕前检查。怀孕前2至3个月时进
行病毒筛查，主要筛查的对象是弓形
虫、疱疹、巨细胞病毒和风疹。第二类
是B超检查。整个怀孕过程至少要进
行3次B超检查， 分别为怀孕第11至
14周，第24至28周，第32周。第三类
是血清学筛查。 主要分两次进行，在
怀孕9至13周时，进行唐氏综合征产
前筛查；怀孕15周至20周时，做唐氏
综合征与神经管缺陷产前筛查。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陶艳）进入秋季，各大医院儿
科门诊接收的腹泻患儿多了起来，
急坏了家长们。 省中医院儿科主任
殷旭提醒， 当下正是小儿秋季腹泻
的高发期，预防关键是要把好“病从
口入”关。若不幸染病，要运用中医辨
证施治法， 根据不同原因的腹泻采
用不同的中药治疗。

殷旭介绍，小儿秋季腹泻是指婴
幼儿因感染轮状病毒所引起的急性
肠炎，由于发病季节多在9至12月份，
故称为秋季腹泻， 发病年龄以6个月
至3岁最多见。此病起病急，在临床上
有三大特征，即感冒、呕吐、腹泻。病
程一般4至9天，长的可达3周。若治疗
不及时或治疗方法不正确，患儿可能
出现严重并发症而危及生命。

专家提醒，常见发烧、怕冷无汗、

腹痛腹胀、大便清稀、肠鸣等症状为
寒泻，用药可以选服“藿香正气软胶
囊”，一次2粒，一日2次；急促而量多，
大便稀黏，便味酸臭，或有泡沫，小便
黄等症状为热泻，可选用“葛根芩连
微丸”，一次1克，一日3次；腹泻腹胀
腹痛，便前哭闹，大便酸臭，口臭气
促，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伤食泻，用药
可服“保和丸”，一次1丸，一日2次；常
见面色发黄，疲倦无力，大便松散不
成形或次数多等症状为脾虚泻，用药
可用“参芩白术散”，一次1包，一日2
次。

若孩子出现水泻不止， 每天大
便次数多，肠鸣腹胀，大便如稀水，
或水谷不分， 泻后肠鸣腹胀减轻等
症状，属于水泻，这时孩子病情很容
易加重，产生脱水，应立即送到医院
治疗。

城镇出生缺陷率高于农村

小儿秋季腹泻高发
预防关键是要把好“病从口入”关

图/杨滨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