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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大 讲 堂

勤清洁 蚊虫少
勤洗手 细菌消
勤运动 脂肪少

市健康办宣

随着天气渐渐转冷，医院
里脑卒中病人也多起来了。为
了更好地普及防治脑卒中的知
识，及时识别中风症状，把握
宝贵时间，争分夺秒地挽救脑
卒中病人的生命，近日，记者
就什么是脑卒中、其早期症状
如何识别、生活中怎么预防等
问题，采访了市心脑血管病防
治临床指导中心徐帅医生。

脑卒中具有
“四高特点”

“脑卒中具有发病率高、
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和复发率
高的‘四高特点’。”徐医生
说，脑卒中俗称“中风”，是
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是由于
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
塞，导致脑部局部血液循环障
碍所致的神经功能缺损综合
征。脑卒中发病急、病情进展
迅速，可导致肢体瘫痪、言语
障碍、吞咽障碍、认知障碍、
意识障碍、精神抑郁等，严重
影响患者及家庭的生活质量。

据了解，脑卒中高居我国
居民死因首位，全国每年死于
脑卒中的患者高达 188万人。
约75%的卒中幸存者伴有不同
程度的后遗症，给社会和家庭
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

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卒中和
出血性卒中。缺血性卒中又称
脑梗死，包括脑血栓形成和脑
栓塞。此类人群多有动脉硬化
及高血压病史，常在休息、静
止或睡眠等静态时发病，发病
前可能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占卒中的85%。如果缺血性脑
血管病的症候持续时间＜24小
时，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出血性卒中又称为颅内出
血，就是通常所说的脑出血或
脑溢血，是由于高血压、颅内
动脉瘤或脑血管畸形等原因导
致脑血管破裂，使脑组织损
害，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意识障
碍及头痛、呕吐或偏瘫，占卒
中的15%。出血性卒中虽然发
病率低于缺血性卒中，但其死
亡率和致残率均高于缺血性卒
中。

识别脑卒中的
“BEFAST口诀”

“脑卒中发病急，病情进
展迅速，后果严重；但它又是
可防可控的，越早发现，越早
诊治，治疗和康复效果也就越
好。”徐医生说，全世界每 4
个人中就有 1 个人会发生卒
中，每 6秒钟就有 1个人死于
卒中，每 6秒钟就有 1个人因
卒中而残疾，病患家庭因此蒙
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身心痛
苦。发生卒中后，每分钟大约

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脑组
织及其所支配的运动、语言、
认知及情感等多个功能也将同
步逐渐丧失。但是，如果卒中
症状能够被早期识别，患者在
发病 4.5小时之内被及时送达
有救治卒中患者能力的卒中中
心医院，得到规范的血管开通
治疗，多数患者可以明显恢
复，甚至完全恢复，康复良好
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因此，
及时发现卒中的早期症状极其
重要。

2021年7月，中国卒中学
会在第七次学术年会期间正式
发布了识别卒中早期症状的

“BEFAST口诀”，前 5个字母
各代表一个早期症状，最后 1
个字母是提醒一旦发现卒中症
状，就要马上拨打急救电话，
立刻就医：

“B”——Balance是指平
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
然出现行走困难；患者常常觉
得走路不稳，身体向一侧偏
斜；或者做精细动作时变得比
平时笨拙。

“E” ——Eyes 是 指 眼
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
难；常表现为视物重影，通俗
地说，就是看东西一个变两
个；也会表现为偏盲，即一侧
视野突然缺失；还可表现为双
眼向一侧凝视；一侧眼皮突然
睁不起来，或者一过性眼前发
黑，也应受到重视。

“F” ——Face 是 指 面

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正
对患者，看看患者两侧的鼻唇沟
是否对称；再让患者咧嘴笑或者
呲牙，观察是不是有一侧口角歪
斜（也可照镜子自行判断）。

“A”——Arms是指手臂，
手臂突然无力或麻木，通常出现
在身体一侧；将双臂平举，看是
不是能举到相同的高度，是否存
在无法抬举或垂落的情况，或者
感觉肢体麻木。

“S” ——Speech 是 指 语
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
语言；患者的表现可以是多样
的，比如说话突然变得“大舌
头”，或者吐字困难、言语不利
索，也可以是不能理解、交流没
有反应、答非所问等。

“T”——Time 是指时间，
上述症状提示可能出现卒中，请
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应立即拨
打120获得医疗救助。这里提醒
家属或者目击者，要牢记患者的
发病时间，精确到几时几分，这
将有助于医生判断时间窗，制定
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生活中
如何预防脑卒中

“有些因素与脑卒中的发生
密切相关，又称为危险因素。”
徐医生说，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分
两类：一类是无法干预的，如年
龄、性别、基因、遗传等；另一
类是可以干预的，如高血压、低

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高脂血
症、吸烟、饮酒、肥胖等，饮食
因素如高盐、多肉、高动物油饮
食，饮浓咖啡、浓茶等，如能对
这些因素予以有效的干预，则脑
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就能显著
降低。

徐医生说，卒中一级预防是
指在卒中发生前的预防，即通过
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主
动地控制各种危险因素，包括高
血压、糖代谢异常、血脂异常、
房颤、吸烟、饮酒、不合理膳
食、超重或肥胖、运动缺乏和心
理因素等，从而达到使卒中不发
生或推迟发病年龄的目的。

卒中二级预防是指让已发生
一次或多次卒中的患者，通过寻
找发病原因，给予有效控制，降
低其再次发生卒中的风险。主要
针对三个环节，即改善生活方
式、控制危险因素和专科特异性
治疗，如缺血性卒中的专科特异
性治疗包括抗栓治疗、外科手术
或血管内治疗及特殊情况下的治
疗。

徐医生说，卒中的预防要以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酒、心理平衡的“健康四大基
石”作为主要内容，养成健康的
生活方式，定期进行脑卒中危险
因素筛查，做到早发现、早预
防、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有
效地防治卒中。

识别中风症状 把握宝贵时间

争分夺秒挽救脑卒中病人生命
60岁的张大妈最近一直很困惑，3个

月前，她去修脚店修脚，修脚师告诉她，
得了灰趾甲会传染的。以前对灰趾甲一直
没在意，一听说会传染，她就急了，当即
忍着剧痛把两个大拇趾灰趾甲给拔了。3
个月过去了，新长的趾甲还是跟之前一
样，张大妈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把灰趾甲
拔了，怎么长出来还不见好呢？带着疑
惑，张大妈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市皮肤
病医院就诊。

接诊的王一雯医生仔细查看了张大妈
双足的趾甲，双侧大拇趾趾甲呈灰黄色，
甲远端增厚，甲板表面凹凸不平；双侧食
趾趾甲失去光泽，呈白色斑片状。王医生
给张大妈开具了真菌免疫荧光检查，结果
呈阳性。

王医生告诉张大妈，她得的是甲癣，
俗称灰指甲。它是因皮肤癣菌感染甲板和
甲下所引起的甲病，趾甲的发病率高于指
甲。张大妈3个月前因为着急，把灰趾甲
拔了，但是甲床和甲周的癣菌并没有被消
除，所以新长出来的趾甲仍然是灰趾甲。
张大妈恍然大悟，后悔自己没早点到医院
诊治。

王医生先将张大妈的病甲挫平、修
薄，后外用抗真菌药膏治疗，叮嘱她定期
复诊。一段时间后，张大妈的趾甲已基本
恢复正常，甲板平整有光泽，这个多年的
顽疾总算治好了。

王医生说，甲癣的形成是相对漫长的
过程，它可导致甲破损、脱落，影响美
观；还会自身传播或传染给别人，严重时
亦可能继发感染。王医生提醒大家，一旦
发现甲异常，应及时至医院就诊，以免延
误病情。而由于甲板本身坚硬、生长缓
慢，甲癣的治疗周期也比较长，通常年龄
越大，甲生长越慢。治疗的关键在于合理
选择方案，并坚持用药。

“甲癣的治疗，需根据不同的病甲类
型、患病时长、年龄及基础情况，采取个
体化的治疗方案。”王医生提醒，如发现
自己有甲癣，建议尽早就医。甲癣的治疗
主要有外用药物、口服药物等。如果被感
染部分不多，可选择冰醋酸、水杨酸、复
方苯甲酸、阿莫罗芬搽剂等外用抗真菌
药，用药前适当修薄甲面，有利于药液吸
收，同时注意保护甲周皮肤。

如果感染面积较大，坏甲严重，或外用药无效时，就要在
医生指导下口服伊曲康唑、氟康唑或特比奈芬等抗真菌药物，
同时与外用药联合，可提高疗效。口服药物治疗前后及用药期
间，需注意监测肝功能。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在患有甲癣的同时，也会有其
他真菌感染性皮肤病，如足癣、股癣等，需同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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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是一个平静的午
后，可能只是在自己散步的路
上，可能只是在自己胡思乱
想的时候，总会有一段场景
重现于眼前，令王先生痛苦
不已。

这些场景大多数是王先生
成长过程中曾做过并后悔的一
些事，例如因为嫉妒而推倒哥
哥的新自行车，或是曾为了引
起某位同学的注意结果出了
丑。当这些情景再次闯入脑海
时，他仿佛又回到当时的场
景，体会到当时那种强烈的羞
耻感。

这种羞耻感往往使他忍不
住咒骂自己，或是立即打自己
几下后才能缓解，但这种不快
的经历却从未消退过，如同悬
在他头上的利剑，不知何时便
会骤然落下，给他带来精神上
的痛苦。

除了再次进入到当时场景
中所产生的羞愧感外，这些闯
入的回忆也让王先生陷入更多

的自责之中。再次回忆起曾经
不愉快的经历，王先生常常会
继续进一步分析自己当时哪里
做错了，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
如此不快的后果，最后常常使
自己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潭，在
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着王先生
的情绪状态。

在旁人看来，王先生似乎
有些奇怪，他常会独自莫名地
突然开口骂人，不知道是因为
什么而感到不快。因此，人们
与王先生交往时常会保持一些
距离，这种距离感也使王先生
感到压抑。

而更令王先生感到不安
的，便是他不知道自己何时会
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自己独
处时还好，但如果在公共场合
出现这种情况，则更会使他感
到羞耻。因此，他除了上班之
外很少会外出，在公司里也因
为担心而难以专注地做事。唯
一值得安慰的是妻子和几个朋
友能够理解自己的痛苦，王先

生在他们身边很少会回忆起不
快的场景。

综上所述，可见王先生目
前主要是受到侵入性记忆的影
响，使自己时常处于痛苦之
中，正常的工作、社交也受到
了严重困扰。在实际生活中，
王先生常常会想办法抑制这种
回忆的出现，例如在出现这种
记忆时狠狠拍打自己或大声喊
停，但这些尝试都没有什么效
果，不快的记忆仍时常出现，
甚至频率不减反增。

侵入性记忆，是指创伤事
件中出现的声音、图像、场景
等不快的记忆自动闯入意识之
中，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
标志性症状。为了帮助王先生
摆脱这种侵入性记忆的困扰，
我们与王先生讨论确定了心理
治疗的方案。

王先生在遇到侵入性记忆
后，常常会感到自责或羞耻，
而正是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给
王先生带来了较大的痛苦体

验，而在这种自责的背后，则是
对自己当时行为或想法的全盘否
认。因此，我们与王先生探讨了
在那段回忆中，自己做了什么，
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有着怎样的看
法和感受，随后帮助王先生认识
在当时的事件中，自己的做法或
认知其实是有合理性的。例如自
己小时候对哥哥的嫉妒，或是在
同学面前想引起关注的想法，这
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并且可
以理解的，从而进一步帮助王先
生认识到自己在当时的年龄阶
段，心智和人生经验尚在发展之
中，在这种感受或想法的作用
下，做出一些行为也是可以理解
的，无需为此过分自责。通过这
种疏导，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了负
面的回忆。

此外，我们也教授了王先生
一些放松技术和保险箱技术，让
王先生在下次再次出现闪回的情
况时，能够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状
态，恢复自己对不良回忆的控
制。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与因
侵入性记忆带来的自责相似，我
们对某一件负面事件进行反思
时，往往很容易陷入事后视角的
陷阱，很容易想到自己当时应该
怎么做，却忽视了自己当时因负
面情绪、过度压力、经验不足而
受到的种种限制，因此会得到自
己不够好或不够努力等结论。虽
然反思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合
理的反思能够帮助我们收获经
验，实现成长，但在反思过程
中，我们也应注意自己当时所处
的客观环境与主观能力，避免因
为结果不好而将自己全盘否定。
当我们能够客观地正视负面事件
时，也是我们重获自信和掌控感
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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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正视负面事件
是重获自信和掌控感的开始

居家隔离应该怎么做？是否必须单独居住？在房间内是否
需要佩戴口罩……有些收到居家隔离通知的小伙伴可能会有种
种疑问，下面请你看看这份居家隔离指南，牢记以下七点注意
事项。

一、单独居住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最好单独居住；如果条件不允许，选

择一间房屋里通风较好的房间作为隔离室，保持相对独立，并
且在隔离室放置桌凳，作为非接触式传递物品的交接处。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不得外出，谢绝会客。共同居住
者或陪护人员应一并遵守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管理要求，均不得
外出。

应尽量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必须接触时，要保持1
米以上距离，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二、室内清洁
房间使用空调系统通风时，应选择分体空调，如使用集中

空调，保证空调运行正常，加大新风量，全空气系统关闭回
风。

每天尽量开门窗通风，不能自然通风的，用排气扇等机械
通风。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应尽量使用单
独卫生间，不与家庭内其他成员共用生活用品。做好居室的
日常清洁工作，对分泌物污染的物品或经常触摸的物品进行
消毒。

三、经常洗手
用洗手液或肥皂加流动水按“七步洗手法”正确洗手。准

备食物、饭前便后、戴口罩前后，均应当洗手或手消毒。擦手
时，最好使用一次性擦手纸；如接触呼吸道分泌物，也要立即
洗手或手消毒。

四、佩戴口罩
隔离房间内可不戴口罩，但离开房间时需佩戴好口罩；与

共同隔离人员接触时，也应佩戴口罩。
五、用品处理
餐具使用后，可煮沸消毒或使用餐具消毒柜消毒。
用过的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以及其他生活垃圾装入塑

料袋，放置到专用垃圾桶，每天清理。
如有家庭成员共同隔离，生活用品需单独使用，避免交叉

污染。
六、生活规律
保持充足的休息，不熬夜。
单独就餐，食物要清淡、多样化，保证营养充足。
保持平和的心态，积极面对。
七、主动监测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由社区组织采样人员上门采集，

并及时推送核酸检测结果。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应当每天早、
晚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测。

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等症状
时，应主动上报社区管理人员，并配合落实各项管理措施。

居家隔离
请牢记这几点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张映 徐佩君

心 灵 驿 站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胡则勋 徐佩君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徐佩君

近日，市人民医院医疗健
康集团疼痛科医生正在给一患
者进行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
星状神经节阻滞 （SGB） 是目
前疼痛科临床工作中广泛使用
的治疗方法，它将局部麻醉药
物注入 SG 周围及附近组织，
从而阻滞支配头、面、颈、肩
胛、上肢、前胸及后背等部位
的交感神经，以调节交感神经
系统张力，最终达到调节人体
的自主神经系统、循环系统、
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使其保
持动态平衡的作用。这种方法
用于治疗多种疼痛及非疼痛类
疾病。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孙武昆

星状神经节阻滞疗法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