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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李女士经常出现头
痛，有时感觉头顶上的小血管好像在
跳舞，整个颅顶部连着额头、眼眶都
发痛，弄得她寝食难安。于是她自己
买了一些止痛药，但吃了也没啥效
果。近日，李女士来到市人民医院医
疗健康集团神经内科就诊，接诊的黄
立华医生给李女士做了仔细的检查，
诊断为偏头痛。

经常头痛莫小觑
及早去检查治疗

“偏头痛并不是普通的头痛，它
是由神经血管导致的原发性头痛，具
有致残性。”黄医生说，在 2010 年
《全球疾病严重性调查》中，偏头痛
是全球第三大高发病率疾病、第七大
致残病因。偏头痛可以出现在人生的
任何时期，在儿童期、成年期都有可
能发生。女性发病率比男性要高，而
且好发于中青年女性，有些女性绝经
后会逐渐减少发作。

“偏头痛并不一定只有偏侧头
痛，偏侧头痛也不一定是偏头痛。经
常出现头痛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
切莫自行判断、随意服药。”黄医生
说，偏头痛的典型特点为发作性单侧
搏动性中重度头痛，可伴有恶心、呕

吐、畏光和畏声等症状。偏头痛常常来
得很突然，只有少数偏头痛发作前有先
兆。视觉先兆是最常见的先兆，通常表
现为闪光暗点：发作时出现固定点旁的
Z字形图形，缓慢地向左或向右扩散，
形成一个侧面凸起、有角度的、边缘闪
光形状，产生绝对或不同程度的相对盲
区。

无先兆偏头痛的诊断标准是，持续
发作 4-72小时，至少具备以下 4个特
点中的两个：1.单侧，2.搏动性，3.疼
痛为中重度，4.日常活动会加重头痛或
头痛时会影响日常活动（如走路或上台
阶）；头痛时至少有以下一个症状：①
恶心和（或）呕吐，②畏光和畏声；需
要单独发作5次以上方可诊断；不能归
因于其他明确病因引起的头痛诊断。

黄医生表示，诊断偏头痛的前提是
基于完善的检查，以排除其他器质性病
变的可能。所以，多数医生会建议患者
做头颅磁共振+血管成像、心脏超声
（因为也偶有心脏情况诱发偏头痛的情
况）等全面检查。

“偏头痛常有家族史，其遗传机制
还未完全明确。”黄医生说，虽然偏头
痛的病因尚不完全明确，但常由如下几
种因素诱发：一是饮食因素，酒精、腌
制的肉类 （火腿，火腿肠等）、味精、
巧克力、奶酪、不按时饮食等可诱发头
痛；二是心理因素，紧张、应激释放
（周末或者假期）、焦虑、生气、抑郁，
过度兴奋等可诱发头痛；三是行为和环

境因素，强光注视、长时间看手机或者
电脑屏幕（特别是手机游戏的某些激烈
战斗场景）、特定的气味、烟味等异常
气味、天气变化、吹冷风、高海拔等可
诱发头痛。此外，还有睡眠不足、睡眠
过多、过度疲劳，长期服用头痛粉等药
物、女性月经来潮前后、女性排卵期、
口服避孕药、激素替代治疗等均可诱发
头痛。

药物治疗偏头痛
应注意哪些事项

偏头痛的治疗，需要避免各种诱
因，比如头痛发作时，尽量待在安静、
光线较暗的房间里卧床休息等，具体需
要根据患者情况进行个体化的方案选
择。

“偏头痛发病形式多样，在没有明
确是不是偏头痛、或者没有经过正规治
疗时，是绝对不推荐自行长期服用止痛
药的。”黄医生表示，偏头痛需要药物
治疗，在头痛发作时，越早用药效果越
好。头痛发作时，一般推荐用布洛芬或
对乙酰氨基酚等非处方药治疗；严重的
头痛可选用曲坦类药物，如佐米曲普
坦。或听取神经内科医生的建议，选择
其他处方药物方案。如果头痛频繁发
作，并且明显影响工作和生活的，要用
其他预防药物，必要时可以选择预防偏
头痛的处方药，托吡酯、美托洛尔、丙
戊酸钠、氟桂利嗪、阿米替林，这些都

是比较好的预防药物，需要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其中一种。口服药物预防效果不
佳时，还可以选择肉毒素注射的方式来
预防头痛。

黄医生指出，如果头痛频率大于
15天/月，服用止痛药非常频繁，反而
会诱发长期慢性头痛，即药物过量应用
性头痛。药物过量应用性头痛致残程度
重，患者生活质量低。所以他提醒患
者，切勿不顾医嘱擅自长期连续使用止
痛药，尤其是长期服用头痛粉、阿咖酚
散等复方制剂的患者，更容易导致药物
过量应用性头痛。

此外，黄医生还建议患者记一下头
痛日记，经常测量血压和体温，平时把
血压和头痛发作情况，如头痛部位、发
作时间、持续时间、头痛具体的感觉、
诱因、缓解方式、用药情况等，以日记
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对医生诊断和调整
用药都有很大作用。此外，他还建议患
者应定期去医院神经内科专科复查。

■医生简介：
黄立华，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对头痛、头晕、
脑血管病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疗有
丰富的经验。

有一种痛叫偏头痛
让人寝食难安刻骨铭心

医生：经常头痛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切莫擅自服药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孙武昆

健 康 大 讲 堂

问：浙江省规范（第四版）较省规范（2013年版）健
康教育内容有哪些变动？

答：新版规范对服务内容中“健康教育内容”的6个地
方做了修订：

（1） 健康教育内容：《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
技能（试行）》和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健
康 99条-公民健康素养读本》更改为《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年版）》；

（2）对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0-6岁儿童家
长等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删除农民工等重点人群；

（3）删除控制药物依赖，增加科学就医、合理用药；
（4）开展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哮喘、乳腺癌和宫

颈癌、结核病、肝炎、艾滋病、流感、手足口病和狂犬病、
布病等重点疾病健康教育，更改为开展心脑血管、呼吸系
统、内分泌系统、肿瘤、精神疾病等重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和结核病、肝炎、艾滋病等重点传染性疾病的健康教育；

（5）食品安全（卫生）更改为食品卫生；删除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戒毒。

■全媒体记者 高关 整理

浙江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第四版）疑问解答200题
——《健康教育服务规范》问答

明明打算节食，却总想着
下班后买份甜点慰藉一下疲惫
的身体；想要好好学习提升一
下自己，脑中却总会闪过周末
有哪些最新的综艺……在日常
生活中，当我们设立了一个目
标时，与之相应的诱惑便格外
能吸引我们的注意。然而，我
们也常常会利用这些诱惑来激
励自己，去实现当下的目标。
比如，试图节食的人，往往想
通过一份口感丰富的甜品来结
束一天的工作；想要学习的
人，也会允诺自己在考完试后
玩个尽兴。在这些诱惑的加持
之下，我们会迫不及待地进行
复习与工作，直到真正考完试
或下班之后，看到好玩的东西
或琳琅满目的甜品，又感到它
们似乎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为什么明明近在眼前的种
种诱惑，此时却又失去了原有
的吸引力呢？这或许正是由于
我们对长远目标的坚定追求。

根据克鲁格兰斯基等人的
多重目标追求理论，我们可以
将目标分为目前手头上的工作
和我们对自己的长期规划。当
我们眼前有需要完成的任务
时，那些关于自身的长期规划
便会受到抑制；而当这一任务
完成后，那些长期规划又会恢
复到原来的主导地位。

对于一位节食者而言，为
了实现有一个良好身材的长期
目标，他需要经常抵制美食对
自己的诱惑，但当节食者开始
从事其它工作时，完成其它工
作的目标抑制了拥有良好身材
的目标，导致节食者更容易受

到美食的诱惑。因此，节食者往
往会选择允诺自己完成工作后大
吃一顿等方式，作为鼓励自己完
成工作目标的手段。然而，当工
作真正完成之后，原先被抑制的
节食目标便会重新占据主导地
位，这时，节食者面对美食时便
更容易抵抗诱惑，因而原先看上
去十分可口的美食便不再具备先
前的吸引力了。在这种机制作用
下，节食者既通过暂时的美食诱
惑增强了自己完成工作的动力，
又在长期目标的控制下避免了对
食物的过多摄入。

由此可见，通过坚持追求自
己的长期目标，我们便能够将诱
惑转变为动力。具体来说，我们
不仅能够在执行当前任务的时
候，将诱惑转换为完成当前目标
的动力，还能在完成目标后恢复
对诱惑的抵制，从而避免对长期
目标的违背，使我们得以享受到
完成当前目标和追求长期目标两
方面的好处。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在
使用这样的策略，他们或许并非
有意为之，甚至可能没有相关的
目标理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
都一样，只要相信自己为之奋斗
的目标总有一天会实现，然后踏
上征途，未来的成功就始于每个
努力的今天。

■作者 赵国秋（系浙江省
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浙江省政
府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教授）

■全媒体记者 高关 整理

如何将诱惑转化为动力

“无接触、勤洗手、戴口
罩、一米线……”信息提示一
个接一个，快递收取一波接一
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
何科学地收取快递，做好个人
防护呢？请你牢记这四句口
诀：收取快递有距离，戴好口
罩和手套，外部包装及时丢，
彻底做好手卫生。

快递员小哥在处理和运送
快递包裹过程中，需全程佩戴
好口罩和手套，注意保持包裹
的清洁。在处理和运输过程
中，尤其要避免包裹表面被人
员呼吸道分泌物污染。

取件人在家收快递，与快
递员接触前，最好佩戴好口罩
和手套。处理完包裹后，要及
时摘下手套，并用流水洗手或
使用手消毒剂。

出门取快递，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请快递员将物品存放在
快递柜。出门前佩戴好口罩，

处理完包裹后要及时摘下手套，
并用流水洗手或使用手消毒剂，
做好手卫生。快递外包装要按照
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及时妥善处
理。

收取快递时，若对外包装进
行全面消毒，效果如何？对外包
装进行全面消毒，可起到一定的
保护作用，但也存在不足。首
先，简单地喷几下物体表面，并
不能做到面面俱到，这样消毒的
范围不够全面；其次，只喷几下
就结束，对物品的消毒作用时间
也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再次，如
果消毒液的成分是酒精，喷洒时
酒精遇到明火还会有燃烧的风
险。

因此，安全收取快递，还是
要尽量无接触，事后勤洗手。也
提醒快递从业人员，尽量采用非
接触方式，如使用智能快件箱
（信包箱） 完成邮件、快件收
发；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戴手套；
乘坐厢式电梯时需戴口罩，并注
意与他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安全收取快递
这几点你做到了吗

秋冬季节是流感的高发季，应当
小心预防。怎样才能有效预防流感，
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以下这些知识。

问：流感与普通感冒、新冠肺炎
有什么区别？

答：普通感冒是普通的上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一般由鼻病毒、腺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引起，无明显
传染性，症状较轻；新冠肺炎主要是
肺部感染症状为主，有咳嗽等表现，
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而流感是由
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传染性明显，症状较重，有高热、头
痛、咳嗽、浑身肌肉酸痛等症状。

问：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得了流感？
答：要看流感病毒是否传染给了别

人或别人传染给了自己；是否有聚集性
发病；是否有高热、头痛、浑身肌肉酸
痛等症状，症状是否重于普通感冒。

问：哪些人容易得流感？
答：儿童，特别是两岁以下的儿

童，老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孕妇。
问：得了流感会出现怎样的症状？
答：潜伏期有乏力等症状，然后很

快出现高热、寒战、肌肉酸痛等感染中
毒性症状，伴有或者不伴有鼻塞、流鼻
涕、咽喉肿痛等。一般症状持续 4-7

天，恢复慢的延续好几周。
问：流感能自愈吗？
答：如果身体免疫功能比较正常，

得了流感后大部分是可以自愈的。但如
果合并细菌感染，自愈的可能性就比较
小，需要联合抗生素治疗。一些特殊人
群，如年老体弱者、儿童以及孕妇，得
流感后，自愈比较难，需要积极治疗。

问：流感疫苗有没有必要打？打了
疫苗就不会得流感吗？

答：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
措施。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患流感
的几率；如果患了流感，也会减少重症
的几率，但都不是绝对的。打疫苗后，
依然要积极做好防护工作，锻炼身体，

增强机体免疫力。
问：吃药能预防流感吗？
答：一些抗流感病毒药物，比如奥

司他韦等，可以作为早期紧急预防的药
物来使用，但它还是不能替代疫苗。积
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有一定的预防
作用。

问：预防流感，如何做好日常防
护？

答：勤洗手；咳嗽或打喷嚏时，用
手帕或者纸巾捂住口鼻；主动佩戴口
罩，避免去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地
方；经常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功
能；注意保暖、休息，保护身体免疫
力。

预防秋冬季流感，这些知识要掌握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近日，电脑
程序员陈先生因颈部酸胀疼痛来到市
第三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颈肩腰腿
痛专科就诊。原来陈先生一写起代码
来动辄就是数小时，眼睛一秒都不敢
离开屏幕，连脖子都不敢动一下，生
怕留下个漏洞。休息时也缺乏运动，
喜欢低头玩游戏。由于天气突然变
冷，陈先生觉得颈部酸胀疼痛，夜间
常因右上肢麻木难以入睡，熬不住病
痛只得来医院就诊。接诊的岑冠主治医
师经过检查后，诊断陈先生得了颈椎病。

“由于陈先生长期处于低头姿
势，颈部肌肉韧带超时负荷引起劳
损，这是导致他颈椎病发生的主要原
因。”岑医生说，加上近期天气变

凉，湿冷寒气的刺激，使局部肌肉保护
性收缩，从而导致颈部张力增高，容易
出现颈部力量失衡，颈部肌肉紧张痉
挛，进而压迫到神经、血管，发生颈部
疼痛不适。尤其原来颈部已有病变的情
况下，就更容易诱发颈椎病。

颈椎病大致分为神经根型（一般表
现为颈肩痛、上肢乏力、手指动作欠灵
活、皮肤麻木等）；交感型（可表现出
汗、心慌、呕吐等）；椎动脉型（多表
现为眩晕、头痛、视觉障碍，在突然伸
屈或旋转头部时则眩晕更甚，有的甚至
可发生猝倒）；以及最为严重的脊髓
型。脊髓型颈椎病由于脊髓受压，初期
可表现为四肢乏力，行走、持物不稳，
而后身体发紧、束带感，小便费力或失
禁，严重者甚至瘫痪，这部分患者应尽
早去医院诊治。

那么，预防颈椎病我们应该怎么
做？岑医生建议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选个合适的枕头。枕头一定要
适合颈部的生理要求，枕头的最高处托
扶脖子，而不是头部作为着力点接触枕
头。如果长期使用高度、外形不合适的枕
头，容易导致落枕，进而发展成颈椎病。

二、脖子注意保暖。颈部保暖既可
以避免颈部疲劳，又可以避免头颈部血
管因受寒而收缩，使脑部血液循环减
慢，对预防高血压、心血管病、失眠等
都有一定好处。针对颈部着凉、肌肉酸
痛等情况，可采取热敷法进行保养。平
时穿着高领衣服，佩带围巾，也可避免
因颈部受寒而诱发颈椎病。

三、纠正生活中的不良姿势。生活
中的不良习惯和姿势是形成颈椎慢性劳
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如长时间伏案工

作、久坐等。所以，除了在工作中使用
各种人体工学设备以外，连续工作一段
时间后，就应该起身活动一下颈部，使
紧张的颈部肌肉得到放松。

四、加强运动锻炼。科学合理地进
行颈部运动，是防治颈椎病的一大有效
方法。颈椎病急性发作时应减少活动，
缓解期可适当进行颈部和脊椎运动以改
善症状。推荐大家做一个颈椎操：把脖
子当作一支笔，按照笔画书写“凰”
字，反复书写，坚持 10分钟，动作不
要太猛烈，以免引起头晕。也可以进行
抗阻伸颈锻炼，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在
头部向后使劲的同时，手掌向前用劲，
形成对抗状态，每次坚持 15秒，放松
10秒，每组 15分钟，每天 3组。这种
静止对抗锻炼有助于强健颈部肌肉，且
不会因活动过度造成颈椎结构不稳。

颈椎病离你并不远 早认识早预防

健 康 政 策 直 通 车

心 灵 驿 站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徐佩君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高方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徐佩君

近日，市中西医结合医疗健康集
团中医院院区康复科近3个月的基础
建设已完成。在原有运动治疗室、作
业治疗室的基础上，又新增设了感统
训练室、个别训练室、多功能训练
室、生活辅助用房、儿童专用活动场
地，同时新采购了训练器具、生活活
动器具及教学器具，目前主要开展早
产儿、高危儿、儿童发育迟缓、小儿
脑瘫、小儿斜颈、脊柱侧弯、脑外伤
综合征、脊髓损伤后遗症、手外伤后
遗症、烧伤及骨折术后等各类疾病的
康复治疗。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张汶汶

康复科：
为健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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