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高血压

健康话题
5月17日是我国第18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是

“精准测量，有效控制，健康长寿”。为了使广大市民了解高血
压诊断标准、流行危害及控制预防，提升群众对防治高血压的
重视，记者采访了合川区中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陆宏，请她对
高血压这种疾病进行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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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医院

脑卒中防治知识讲座
走进区公安局

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近日，区人民医院卒中中心联合区公
安局为公安系统离退休老同志开展脑卒中科普活动，宣讲脑卒
中防治相关知识，免费进行卒中风险筛查、测量血压和血糖。

活动现场，针对中风防治热点话题，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胡子成介绍了脑卒中的早期识别、“中风120”的内涵、脑卒中
的预防、科学治疗等知识。针对群众关于卒中防治的具体疑惑，
医护人员还现场给予了专业指导意见，并为老同志免费提供测
量血压、血糖等服务，现场老同志纷纷点赞。

截至目前，区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已到区委老干局、南津街街
道、云门街道、合阳城街道立石子社区开展了四场科普活动，共
接受咨询、测量血
压 、血 糖 300 余 人
次，发放健康宣传资
料 400 余份，进一步
提升了居民对卒中
危害的认识，明确了
卒中早期防治的重
要意义。

区红十字会

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高铭悦）今年是重庆市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10周年，近日，合川区红十字会去到南津街街道书院路社区，
开展以“生命的意义”为主题的遗体捐献宣传活动。

“要捐献器官，我们可以到区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登记点做登
记。登记流程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居民把身份证带过来，自己也
有这个意愿就可以。”在书院路社区办公室，区红十字会的工作
人员与社区志愿者详细讲解如何进行遗体捐赠以及遗体捐赠的
注意事项。

随后，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向辖区居民介绍了遗体（器官）捐
献的意义，消除误解和偏见，使群众进一步了解相关法规条例，
更深层次地感受到自愿、无偿捐献遗体的崇高之处。在他们的
耐心宣传下，现场进行咨询的居民源源不断。居民李先生告诉
记者：“我觉得人去世了，还能做最后的贡献，很有意义。我也会
向周围的居民宣传遗体捐献知识，带动更多爱心人士加入这项
公益事业。”

本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居民对志愿捐献遗体（器官）的认识，
同时弘扬了红十字精神，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本报讯（记者 王灿）“小朋友，来，把
手伸出来，让医生伯伯给你把一下脉。”近
日，记者在区中医院儿科门诊看到，区中
医院名老中医朱明刚正为一位小朋友看
诊，他用温和的语气、轻柔的操作获得小
朋友的好感，顺利完成了诊治。

据了解，为整合中西医医疗资源，充
分发挥中医药在儿科诊疗中的优势，区中
医院设立了独立的儿科门诊。全国基层
优秀名中医、重庆市名中医朱明刚，合川

区名中医秦小平，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周
双双三位医生将分别在每周周二、周六上
午，周三、周五上午，以及周一至周五全天
坐诊，持续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周双双告诉记者：“目前，我们科室
可以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小儿感
冒、发热、小儿厌食症、小儿咳喘、小儿
多动症、小儿夜啼、上下呼吸道感染、肺
炎、毛细支气管炎、反复呼吸道感染、变
应性鼻炎、厌食、积滞、便秘、腹泻、消化
不良、汗症、遗尿、婴儿湿疹等疾病进行
诊治。”

接下来，区中医院儿科门诊还将陆续
开展穴位贴敷、小儿推拿、拔罐、中药足
浴、小儿艾灸等中医特色治疗，将中医适
宜技术融入儿童诊疗的各个环节，为儿童
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区中医院

设立儿科门诊 为儿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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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对于高血
压大家并不陌生，身边总有一两位患高
血压的亲戚朋友。很多人认为高血压就
是血压升高，可能会有点头晕头痛，但对
于高血压还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肾脏
疾病、眼底动脉等有关疾病的“无声杀
手”这一概念却知之甚少。目前，高血压
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我国成年人高血压
患病率接近34%，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要
更加注重预防，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远离
这位“无声杀手”。

高血压可并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
对单位面积血管壁造成的侧压力持续高
于正常值的现象，它是一种常见的慢性
病，也是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
素。它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原发
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其中，绝大部
分的高血压属于原发性高血压，主要由
家族遗传、后天不良饮食习惯、生活环
境、情绪压力及糖尿病、肥胖等因素导
致，而继发性高血压则是继发于其他疾
病：如慢性肾炎、嗜铬细胞瘤、原醛症
等。”陆宏说。

根据收缩压、舒张压的不同范围，也
可 以 将 高 血 压 分 为 3 级 ，收 缩 压 在
140-159mmHg、舒 张 压 在 90-99mmHg
为1级高血压；收缩压在160-179mmHg、
舒张压在 100-109mmHg 为 2 级高血压；
收缩压≥180mmHg、舒张压≥110mmHg
为3级高血压。通常来说，如果收缩压超
过 140mmHg,或者舒张压超过 90mmHg,
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医院一般测量三次
取其平均值。考虑到患者在家里时更为
放松，如在家进行血压测量时，发现收缩
压≥135mmHg 和或舒张压≥85mmHg
时，就属于血压增高了。

高血压常见症状包括失眠、头晕、头
痛、心悸等一系列神经功能失调的表现，
甚至引发并发症。在心脏功能方面，长期
的高血压可能会导致高血压心脏病、劳力
性心累、静息性心累等心脏病，严重者甚

至会出现心力衰竭；在神经系统方面，高
血压可能会导致脑动脉粥样硬化，造成急
性脑梗死的发生；在肾脏方面可能会导致
蛋白尿、肾功能损害、肾功能衰竭，甚至引
发尿毒症。

高血压还有一个重要并发症就是
眼病，据了解，约七成高血压患者并发
有眼部病变。高血压病人的血管弹性
差，当血压过高时，容易发生血管破
裂。同时，又由于高血压患者动脉变
细，容易引起血栓，产生眼部血液“断
供”。这些导致高血压眼病复合了眼
表出血、眼底缺血和眼底出血等症状，
还伴随有视力下降、头晕眼痛、恶心呕

吐等表现，发生血栓时还可导致突然
失明。

如今，越来越多人在不经意间就被诊
断出高血压，更可怕的是，高血压呈现年
轻化趋势。由于高血压具有明显的家族
聚集性，父母的高血压病史是青少年高血
压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此外，肥胖、任
由体重过分增长，频繁饮酒、饮酒过量，长
期吸烟，饮食不当、吃东西追求重油重盐
等“重口味”以及熬夜、作息紊乱、精神压
力大、缺乏运动等，都是年轻人患高血压
的常见危险因素。这告诫我们要积极预
防高血压的发生，定期体检，一旦确诊要
积极应对。

防治高血压需健康生活、谨遵医嘱

高血压的治疗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来定，如患者自测血压超过正常
值，就应及时到医院检查，在专科医生
的帮助下，确认是否患上其他疾病，如
有其他疾病，则应先治疗原发疾病。如
排除其他疾病，且血压值处在 1 级高血
压范围内，则不需要立即给药，可以调
整生活方式，3 个月后血压无改善再在
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如患者入院时血压
值超过 1 级高血压范围或有喷射性呕
吐、颅压升高、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
症，则需立即用药治疗。

“有些高血压患者认为，没有高血压
常见症状，就不用治疗了，这是非常错误
的。”陆宏告诉记者。因为血压的高低与
症状的轻重没有明确的关系。一部分高
血压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还有些人最
初症状明显，但因患病时间长，已经适应
了高血压，也不会感觉明显不适。但没有
感觉不等于没有危害，高血压对心、脑、肾
等器官的损害仍在继续。所以，高血压患
者应定期测量血压，无论有没有感觉，都
应遵医嘱坚持用药。

还有部分高血压患者喜欢在血压降
至正常后就停药。殊不知，血压降至正常
恰恰是药物作用的结果。突然停药后，血
压就会重新升高，易导致血压波动过大，
对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更严重的损害，甚
至成为脑卒中和心肌梗死的导火索。正
确做法是，长期的血压控制后遵医嘱逐渐
减少药物剂量，在减药过程中，也必须监
测血压变化。

陆宏表示，高血压可以通过良好的生
活方式得到控制。例如减少钠盐摄入，注
意咸菜、味精、酱油、醋等含盐调味品的摄
入；防止过胖，适度运动，多做一些有氧运
动，养成早起早睡的好习惯；戒烟，甚至避
免被动吸烟；限制饮酒，一天饮酒总量控
制在白酒25ml、红酒100ml、啤酒250ml之
内；保持心理平衡，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
情愉悦。健康的生活习惯对防治高血压
有很大帮助。

关注高血压 远离“无声杀手”
○记者 王灿 刘冰凌

5月15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年的活动主
题为“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
呼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激励和引导
更多的人参与到扶残助残行动中来。

残疾人是有特殊困难的社会弱势群
体，也是就业困难群体。各级党委政府和
社会各界除了给予困难残疾人经济上的扶
助外，更要帮助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掌握
一技之长，提高残疾人适应社会的能力，拓
宽残疾人就业途径，使其达到就业目的。

首先，要积极开展残疾人培训工作。
如组织视力残疾人参加保健按摩培训，让
肢体残疾人参加面点制作等职业技能培训
等，带动帮助残疾人掌握实用技能。

其次，要做好精准帮扶工作。依法推
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更多的“阳光助
残扶贫基地”项目，同时开发残疾人专属
App，方便他们网上求职就业；引导残疾人
积极尝试电商运营、主播带货等，实现自我
价值。

最后，要加强对残疾人就业创业的宣
传。充分发挥残疾人就业创业典型示范作
用等，展示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激
励更多残疾人积极融入社会。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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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合川区人民医院建院九十周年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宣）重庆市合川区文明城区建设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