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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对心脏病有什么影响？英国阿
斯顿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性别和婚姻状况会
影响因心脏病导致的死亡风险。

研究人员分析了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181
万人的资料数据，这些人在 2000 年至 2014 年
间均因心脏病发作、心衰或房颤而住过院。结
果显示，妻子死亡的男性与丈夫死亡的女性相
比，心肌梗死后的死亡风险高 11%，心衰的死
亡风险高10%，房颤的死亡风险高13%。离婚
男性与离婚女性相比，房颤的死亡风险高
14%。即使后来又有了配偶，男性房颤的死亡
风险也比女性高6%。未婚人士情况则完全不
同。研究发现，与患有心衰的单身女性相比，
患有此病的单身男性死亡风险低了13%。 英
国心脏基金会和该项研究人员认为，丧偶或离
婚的男性和单身女性可能最需要全方位的关

怀，以减少他们的死亡
风险。

“胃不好，喝点粥吧！”这可能是一句关
心的话，但胃不一定承受得起。尤其是被胃
食管反流病折磨的人，喝粥反而会加重胃的
负担，将它推向危险边缘。

胃胃““阀门阀门””故障故障，，让胃酸反流让胃酸反流
胃食管反流是一种常见胃病，有调查显

示，约 10%~30%的人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反
流症状，而40%的人每月至少出现一次。这
种胃病的典型表现是喉咙里冒酸水、胸腔里
好像有团火，它的出现可能和“阀门”故障有
关。食管是食物到达胃的唯一通道，正常情
况下，食物不会反流。在食管和胃的连接
处，有一个“单向阀门”，叫做贲（bēn）门，
犹如一道安全闸，保障食物顺利通过，阻止
胃内容物反流到食管。当“阀门”松弛，胃内
压力就会升高，导致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如
胃酸、胆汁液、食物等）被挤压到食管，破坏
食管黏膜。此时，人就会出现烧心、泛酸、吞

咽不利、胸痛、哮喘等常见症
状。

患胃食管反流病的人，喝
下流质的粥反而会加重症状，
这与3个因素有关：

喝粥时不需大口咀嚼，口
腔内的唾液腺便会偷懒，导致
食物无法和充足的唾液淀粉酶
混合，消化不彻底。粥里的水
分稀释胃液，减少胃蠕动，食物
更难消化吸收。总喝粥会刺激
胃分泌出大量胃酸，加重症
状。因此，有胃食管反流病的
人尽量避免喝粥，尤其是甜粥，
因为甜性物质导致消化系统负
担更重。

44类反流位置决定严重程类反流位置决定严重程
度度

胃食管反流疾病只伤胃？
你可能低估了它的破坏力。它是胃病中有
名的“伪装者”，专家表示，研究发现胃食管
反流病有关症状达70多种。由于呼吸道和
食管有共同的开口，反流至食管的胃内容物
可进一步向上反流至咽喉和气管，甚至到达
鼻腔、中耳等部位，引起咳嗽、咳痰、喉部发
紧、喘息、吸入性肺炎、鼻炎、中耳炎等食管
外表现。有的人长时间被这些症状折磨，却
没发现胃食管反流病才是根本病因，导致这
种病常常被误诊。

根据反流物到达的部位不同，胃食管反
流病可分4个时期：

1.胃食管期
胃内容物进入食管，引起烧心、胸痛、背

痛、嗳气等症状。
2.咽期
反流物到达咽喉部，此时会出现咽喉疼

痛、咽异物感、声音嘶哑等症状。

3.口鼻腔期
反流物到达鼻腔、中耳，会引起流清鼻

涕、打喷嚏、鼻塞、耳鸣、听力下降等症状。
4.喉气管期
当反流物进入气管，引起咳嗽、咳痰、憋

气、哮喘、吸入性肺炎、肺纤维化等。这一时
期的症状最重，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
至会发生喉痉挛从而危及生命。建议有以
上症状的人，及时去医院胃食管反流病门诊
进行胃镜、食管24小时测酸和食管压力测
定等检查。

预防胃食管反流预防胃食管反流，，做到做到66个个““不不””
为了避免招惹上这种胃病，专家给你以

下几个建议：
不要长期滥用药物
若长期滥用抗生素、硝酸甘油等，对胃

食管黏膜有一定损害，会降低食管括约肌压
力。

不要饮食过饱
饮食过饱会引起胃内压力增加，胃气上

递，导致反流。
不要抽烟、饮酒
抽烟会引起下食管括约肌松弛，导致胃

酸反流；饮酒会使食管蠕动异常，导致食管
清除酸性物质能力下降。

不要摄入过多高脂/高蛋白饮食
肥胖会使腹部压力升高，更容易把胃里

的物体“挤”回到食管中。
不要吃完饭就躺
睡觉时，可把床头稍微垫高，使人躺下

时身体稍微形成一个角度，防止胃内食物回
流。睡前2～3个小时不要进食。

不要总被坏情绪干扰
在恐惧与焦虑的情况下，胃酸分泌减

少，而愤怒时增加，抑郁、绝望时胃酸分泌率
减低，会影响消
化功能。

并非所有胸痛都是心梗，如果出现定位明
确、性质尖锐、持续存在且不影响日常活动的
胸痛，不必过于紧张和惊慌。今天我们就请专
家为大家介绍常见的胸疼与心梗所致的疼痛
到底如何区分。

“经常有人问我，大夫您帮我看看我这是
心梗吗？其实胸痛或胸部不适是临床上常见
的症状之一，临床表现多样而复杂。”专家说，
导致胸痛的病因繁多，严重程度的变异度也非
常大，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等致命性胸痛
可导致严重的后果，而胸壁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消化系统疾病等所致胸痛可长时间存在，
不产生严重的后果。心梗作为致命性胸痛最
常见的病因之一，了解其症状特点以便早期急
救很有意义。

冠心病心绞痛冠心病心绞痛 典型的表现为胸骨后或心
前区呈压榨性、紧缩感、憋闷感或烧灼感的疼
痛，并可放射至颈部、下颌、上腹部、肩部或左
前臂。这种疼痛位置比较模糊，往往不能指出
具体某一部位，常可由劳累、运动、饱餐、寒冷、
情绪激动等诱发，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可缓
解。

心梗心梗 所致胸痛的性质与心绞痛类似，但
胸痛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重，可伴有面色苍
白、恐惧、大汗淋漓、濒死感等，硝酸甘油无法
有效缓解。

与心绞痛与心绞痛、、心梗所致胸痛特征不同心梗所致胸痛特征不同，，非致非致
命性胸痛命性胸痛 疼痛部位多变不固定，疼痛性质缺
乏特异性，持续时间或长或短，舌下含服硝酸
甘油常不奏效。如果能明确指出胸前或心前
区某一部位的像针刺一样的尖锐疼痛，或触电
的感觉，或是像抓挠皮肤的抓搔感的胸痛均不
是典型心绞痛的表现。此外，如果疼痛呈持续
性，活动不受影响，去医院检查心电图等也没
有发现异常，也往往不是典型心绞痛的表现。

专家提醒您，并非所有胸痛都是心梗，如
果出现点状或放射状刺痛、一过即失、静息时
明显且不影响日常活动的胸痛，不必过于紧张
和惊慌。但若出现典型的心绞痛、心梗症状

时，应及时拨打120，尽早
前往医院救治。

 

我们常说的“老寒腿”其实就是骨性关
节炎，这也是一个让很多老年人有切身之
痛的慢性病。随着天气变冷，膝关节的酸
疼感也变得强烈，碰上阴天下雨更是疼得
厉害。下面，专家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
察觉“老寒腿”的早期信号，以及治疗“老寒
腿”的办法。

腿沉腿沉 这是骨性关节炎早期的症状，特
别是阴天。早期可能在逛街、逛公园时觉
得腿沉，休息两天都缓不过来。

晨僵晨僵 早晨起床或者晚上起夜的时候
关节发僵，得坐到床边晃荡晃荡，才能润
滑、灵活。

久坐站起慢久坐站起慢 坐时间长了以后站不起
来，站起来不能马上走，这也是一个早期症
状。

关节响关节响 有很多老年人会感觉关节“咯
吱咯吱”响，这也是“老寒腿”的信号。当然
有的响是不是长骨刺的响，还得进一步辨
别。

如果这些信号不注意，进一步发展，就
会反反复复疼，甚至是发热、红肿，那就已
经有滑膜炎的症状了。时间久了，就会成
为骨性关节炎。一拖再拖，到了晚期，关节
就会变形。

快来自测快来自测 你离关节炎有多远你离关节炎有多远
出现以下情况时，及时就医检查，拍一

个普通的X光片就可以诊断你的关节是否
出了问题。

1.近一个月之内

膝关节老疼，反反复复
的，发作比较频繁；

2.四十岁以上出现这
个症状；

3.活动的时候有一些
骨头的摩擦音；

4.早晨起来，原先晃
两下腿站起来就走了，现
在得晃半天。

健康教育所的专家
建议，老年人应该注意运
动，运动可以增强肌肉力
量，因为肌肉在维持膝关
节的稳定当中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每天有半个
小时的有氧运动时间，循
序渐进，不要求场地和设
备，只要持之以恒地锻炼
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

是，在运动之前要好好做拉伸，避免受伤。
此外，如果一条腿疼，没法走路了，另

一条腿的负担增加，就会诱发骨性关节炎
的急性发作。所以，在骨性关节炎发作的
时候，一条腿出现症状了，要想办法把疼痛
缓解，避免“连累”另一条好腿。

得了得了““老寒腿老寒腿””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
理疗 理疗是利用一些声光电热磁这

些物理因子治疗疾病。物理因子作用到人
体以后，有一些物理能通过人体吸收后变
成生物能，就可以改善血循环，有消肿、止
疼、改善神经等功能。

有些理疗是可以自己在家进行的，有
一些理疗是一定要上医院的。骨关节炎分
急性期、亚急性期和缓解期，大夫会根据具
体病况来安排一些治疗。需要注意的是，
在急性期的时候千万不要热敷，一热敷会
比原来肿得更厉害。一般来讲，要想彻底
治好可能需要两三个疗程，治得越早就好
得越快。

吃止痛药 止痛片要适时地吃。白天
可以通过一些活动转移你的注意力，减少
疼痛。到了晚上，如果腿疼影响了睡眠，可
以在睡觉以前吃一片，因为老年人如果休
息不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不过，止
痛片治标不治本。

做手术 如果上述办法都不能缓解“老
寒腿”带来的疼痛，也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
选择手术。

健康话题健康话题

医生的话医生的话

医学发现医学发现

民间药方民间药方

西医认为，高脂血症属于全身
脂代谢异常的疾病；中医理论中，高
脂血症是以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
调为病因，以痰浊、瘀血为表现症状
的病症。在此，推荐一个适合高血
脂症患者服用的方子。

取生姜 4 片、藿香 6 克、荷叶 15
克，水煎服，每日2~3次。其中，藿香
味辛性温，归脾、胃、肺经，能化湿醒
脾、解暑发表。《药品化义》记载，藿
香“其气芳香，善行胃气，以此调中，
治呕吐霍乱，以此快气，除秽恶痞
闷。且香能和合五脏，若脾胃不和，
用之助胃而进饮食，有醒脾开胃之
功”。《本草纲目》也认为藿香可“升
降诸气”，为治脾胃吐逆之要药。荷
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有清暑
化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常用于治疗
烦渴、脾虚泄泻等。《本草纲目》记
载，荷叶能“生发元气，裨助脾胃”。
生姜味辛，性微温，归肺、脾、胃经，
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
咳、解毒的功效，常用于风寒感冒、
脾胃寒症。三药合用，共奏醒脾化
湿、泄浊降脂的效果。

本方主要针对的是脾虚湿盛型
的高脂血症，以食少纳呆、恶心、呕
吐、胃脘胀满为主症。方中有辛温

之药，故热盛
及 阴 虚 内 热
者忌服。

健康常识健康常识

多种症状都和胃病有关
熊小知熊小知

四个症状说明膝关节在四个症状说明膝关节在““呼救呼救””
李洁李洁

血脂高煎藿香荷叶姜片血脂高煎藿香荷叶姜片
全毅红全毅红

丧偶后丧偶后，，男性心脏病患者易早亡男性心脏病患者易早亡
宁蔚夏

不是所有胸疼都是心梗不是所有胸疼都是心梗
吴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