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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
是心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因此提早预防和控制血脂异常
能够让人远离心肌梗死、卒中等疾病。《中
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 年修订
版）》近期发布，其中提出新概念——“余生
风险”引起大家关注。指南强调，年龄小于
55岁的人群应关注心血管病余生风

险，对于余生风险高的人及早
进行干预。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

南（2016年修订版）》特别指出，

对年龄低于55岁人群应关注心

血管病余生危险，即余生发生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有研究发现，在低于 55 岁

的血脂异常患者中，有些人虽然

目前属于中危患者，但在未来发

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比其他人高，因此这些人

也应该进行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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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措并举 打造人才高地
市科技局

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人才的重要性
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怎样选拔人
才？如何培养及使用人才、有效发挥人才
的作用？要从看待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
才、服务人才四个方面着手。

转变观念看待人才。凡是人才，必有
其专长，也往往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甚至有
这样那样的不足。因此，政府对人才一定
要有宽容之心，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尊重
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对
各类高素质人才，为他们营造宽松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

加大力度培养人才。政府要认真贯彻
落实有关人才的优惠政策，研究制定培养
人才的政策措施，依托各种平台，采取校企
共建、产研结合等形式，加强人才培养，加

强多层次、多门类人才的培养、培训。
突出重点引进人才。要坚持实用的原

则，根据岗位设置和实际需求，强化实际能
力的考察，挑选合适的人才，真正做到人岗
相适、量才适用。要适应优势产业发展的需
要，实施好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辐
射带动能力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重大引
才和引智项目，重点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紧缺
人才，统筹规划产业人才和智力的引进。

改进方法服务人才。要变“管”人才为
服务人才，拓宽服务领域，完善服务手段，
热情周到地做好经常性服务工作。要建立
以能力、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和按
业绩定报酬的收入分配制度，用适当的待
遇留人，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激情，引导和
激励各类人才进行知识更新和技术创新，
努力使人才的价值和贡献与其得到的回报
相适应。 （陈新辉）

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 咸宁日报社 主办

“人才工作宣传月”系列报道④——人才工作微评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动力，女性人才的开发与使用，也影
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而
女性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主要受素质（内因）和
环境（外因）两大因素影响，围绕这两大因素，
开发女性人才，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
要以发展的眼光培养女性人才，人才培养是指
对人才进行教育、培训的过程，人才培养是多
层次多方面的，要坚持培训与教育相结合，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女性人才培养体系。二
是要用顺应改革需求选拔女性人才，把握女性
人才成长的特点和规律，以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为导向，在改革中积极推动建立完善的女
性人才培养、选拔、激励机制，让优秀的女性党
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都有机会脱颖而出。三
是要用发展的需求盘活女性人才，发展需要女
性人才，当前“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形势下，经
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专业、不同类型的女
性人才，要把各类女性人才用在最能发挥其作
用、最能实现其价值的地方，最大限度地盘活、
用好女性人才。四是要依托优势引进女性人
才，抓好女性人才开发，不仅要注重培养、用好
现有人才，也需要依托产业优势、重点项目、事
业等引进女性人才。

（曾红梅）

做好四项工作 开发女性人才
市女作家协会

临床上，血脂检测的基本项目为总胆固醇
（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等，
它们有好有坏，常常让人眼花缭乱。这次新《指
南》似乎简化了我们看血脂的方法。 新《指南》
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或胆固醇升
高为特点的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
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无论采取何种药物或
措施，只要能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就可
稳定、延缓或消退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并能显著
减少这些致死致残性疾病的发生率、致残率和
死亡率。所以，太多指标看不懂时，优先关注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努力让它达标最好。其他
类型的血脂异常，如甘油三酯增高或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降低，与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发
病危险的升高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天气逐渐转冷，人们的食
欲增加，肠胃负担加重很容易诱发胃病。此外，当人体受
凉后会分泌大量胃酸，胃部可能发生痉挛性收缩。同时，
天气干燥，人体肝火旺盛，易导致肝气犯胃，要预防胃病
及胃病复发，日常就要养好胃。

冬季如何养胃？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王先锋表
示，首先，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饮食宜软、温、暖、素、
鲜，烹调宜用蒸、煮、熬、烩的方式，少吃坚硬、粗糙的食
物。要注意四季饮食温度的调节，脾胃虚寒者尤应禁食
生冷食物，肝郁气滞者忌在生气后立即进食，并应适当进
食时令性水果，如梨、苹果、龙眼等。

长期胃痛的病人每日三餐或加餐均应定时，间隔时
间要合理。急性胃痛的病人应尽量少食多餐，使胃中经
常有食物和胃酸进行中和，从而防止侵蚀胃粘膜和溃疡
面而加重病情。

其次，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习惯，做好保暖措施。胃
喜暖怕冷，喜润恶燥，冬季天气寒冷，胃部受凉后功能易
受损，故应做好胃部保暖。

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这样有利
于改善胃肠道的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和对气候急剧变
化的适应能力，减少发病机会，做到未病先防。

最后，保持心情愉悦，预防肝气犯胃。冬季天气干
燥，容易感到烦躁，出现肝火旺盛的现象，而情志不遂，长
期积郁，可能导致肝失疏泄，横逆犯胃。其临床主要表现
为胸胁胃脘胀满疼痛、呃逆嗳气、呕吐，或见嘈杂吞酸、烦
躁易怒，可能导致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神经官
能症等疾病。

当前，我国血脂异常人群日益增多。很
多人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未曾引起重视。
的确，早期的血脂异常对生活没有多大影响，
但血液中的血脂含量高，就容易黏附在血管
壁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的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就如同在体内埋下“不定时炸
弹”，一旦破裂，就会在短时间内堵塞血管，甚
至危及生命。

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动脉疾病等，是导
致我国居民致残致死的主要心血管病，统称
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研究证实，
早期检出血脂异常，监测血脂水平变化，是预
防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重要措施。

新版《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指出，近30年来中国人群的
血脂异常患病率明显增加，2012年中国成人
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约4.3亿
人，血脂异常患者心血管病死亡率将以每十
年30%的增幅上升，2010年—2030年期间
我国心血管病事件约增加920万。

“只要管理和治疗，80%多的人胆固醇是
能够控制的，比血压的控制还稳定，关键是正
确认识血脂。”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防治资讯部
主任陈伟伟教授指出，现实中，越是高危、极
高危的人群，胆固醇的控制情况越差，100个
高胆固醇患者中只有约10个人知道自己是
高胆固醇，仅有约5个在进行药物干预。如
果不做任何预防和干预，到2020年，35—64
岁的人群中，冠心病死亡率将上升 31%，
65—84岁的将上升69%。

为此，新版《指南》特别强调，鼓励民众采
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防止血脂异常的基本策
略；对血脂异常患者，防治工作重点是提高血
脂异常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防治血脂异
常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基
本策略，但高危人群不能仅靠生活方
式干预，还需要服用降脂药物。

研究表明，血脂异常明显受饮食
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因而，饮食习惯
和生活方式的改善是治疗血脂异常
的基础措施。无论是否进行药物调
脂治疗，都必须坚持控制饮食和改善
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包括坚
持心脏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远离烟
草和保持理想体重。可以说，生活方
式干预是一种最佳成本/效益比和风

险/获益比的治疗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人由于担心

药物依赖和副作用，即使已经出现血
脂异常，也不愿意坚持服用他汀类药
物。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生
活方式干预对低危人群的确有一些效
果，但对高危人群来说，降脂药物的获
益显然更大，而且，仅靠生活方式的改
变也很难使血脂达标。如果患者担心
副作用，可以在服用他汀类药物后的6
个月查查肝功能，如果在这个时期，肝
脏没有因为服药受到影响，那就意味
着以后可以长期服用。 （本报综合）

每年参加体检是大部分人了解血脂异常的
途径。新《指南》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建议，有些
人是需要更频繁检测血脂的。《指南》建议：

20岁—40岁的成年人至少每5年测量1次
血脂（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
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40岁以上男性和绝经期后女性每年检查血脂。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及其高危人

群，应每3个月—6个月检查1次血脂。
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住院的患者，应

在入院时或入院24个小时内检查血脂。
血脂检查的重点对象包括有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病病史者；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吸
烟等多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者；有早发性心血管
病家族史者（指男性一级直系亲属在55岁前或女
性一级直系亲属在65岁前患缺血性心血管病），
或有家族性高脂血症患者；皮肤或肌腱黄色瘤及
跟腱增厚者。

44 检查频率因人而异
不都是“一年一次”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高润
霖院士等专家介绍说，新《指南》对人群的心血
管病危险分层做了重大更新，对缺血性心血管
病极高危人群提出更严格的控制目标。

简单来说，新《指南》告诉我们，同样的血脂
异常指标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险，所以单独
看某一个血脂指标还不够，医生会根据更多的
个人信息，如年龄、性别、疾病史等综合判断，将
患者分为极高危、高危、中危、低危，而后再选择
治疗方案。

如果你是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就
是一个极高危患者，10年内发生心肌梗死或脑
卒中的几率高达20%以上。

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或是
40岁及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则属于高危人群，
发生心肌梗死、脑卒中的几率在10%—20%之
间。

新《指南》特别指出，对年龄低于55岁的
人群应关注心血管病余生危险，即余生发生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
发现，在低于55岁的血脂异常中危患者中，有些
人在未来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比其他人高。因此这些人虽然是中危，也应该
进行早期干预。

谁会是余生风险高的人呢？《指南》提示，
低于55岁，经判断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
病10年发病危险为中危的人群，如果具有以
下任意两项及以上危险因素者，其余生危险为
高危。即在其余生阶段，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
性会升高，到六七十岁时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
性会高于同龄人，达到20%以上。

1、收缩压16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100毫米汞
柱；2、非-H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5.2
毫摩尔每升；3、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1.0毫摩尔每升；4、体重指数28；5、吸烟。

冬季谨防肝气犯胃

卫生计生
咸宁市卫生计生委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本报讯 通讯员宋璐、镇衡报道：
11月24日，崇阳县卫计局联合天城镇相
关部门开展以“知性智行，爱要有一套”

为主题的避孕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展板、

设立咨询台、发放知识手册等
形式，宣传避孕小常识、女性健

康、生殖健康等相关知识；天城卫生院的
医师及护士为群众义诊，并免费发放常
用药品；计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10
多种避孕药具免费发放给适用群众。

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
份，义诊300多人次，发放价值近万元的
免费药品，接待群众咨询200多人次。

崇阳开展生殖健康知识宣传桂花镇落实计生奖特扶政策
本报讯 记者王莉、通讯员吴剑、李

维报道：11月25日，记者从咸安区桂花
镇获悉，近期，该镇积极落实计生奖特扶
政策，经走访复核，今年新增奖扶10人。

该镇计生办严格按照“调查摸底、
本人申请、村级评议、镇级初审、区级审
核、公示公开”的程序规范操作，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并在育龄群众微
信群，广泛进行了政策宣传，告知群众申
报条件，切实做好新增对象的调查摸底
和审核，努力
做到该享受政
策的对象一个
不漏。

注意护发防脱发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入冬以后，脱发便成了市
民周先生的一大痛处。周先生来到医院接受治疗，希望
能找到脱发的真正原因。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苏艳红说，传统医
学认为，脱发的主要病因则之在肾，若肝肾两虚，气血不
足，无力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人体直立的最高处“头顶”，头
上毛囊得不到滋养，逐渐萎缩，就会引起脱发，适当补肾
是当务之急。

如何治疗脱发问题？首先是洗发的频率，应根据各
地环境以及个人生活习惯而定，秋冬季节一般3天左右
洗一次，天天洗头对发质的保养非常不利。

在洗发水的选择上，苏艳红认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好的，不要一味跟风，求新求贵。另外，护发素对头发也
很重要。苏艳红提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洗护二
合一用品，很多市民为了图省事而选择它，实际上，这种
产品虽然让洗发变得更加方便，但因为含有硅油，不易冲
洗掉，长时间使用会出现碎发起静电等现象，因此选择单
洗单护的产品，对头发的健康更有益。

洗发时一定要注意避免受风寒，尤其是在女性生理
期的时候，体质较虚弱，最好选择早上或中午洗。

冬天洗完头发之后，一般情况下，用吹风机将头发吹
至八成干以后自然晾干即可。吹风机温度不能太高，也
不能吹太长时间，否则会把头发里面本来有的水分给吹
掉，时间长了头发就会干枯分叉。

对于头发护理方面的问题，苏艳红表示，脱发严重者
可以遵循医生的建议，使用中成药进行护理。侧柏叶、茯
苓、芦荟等护发效果非常好。

11 每10个成年人中
就有4个血脂异常

22 相同的血脂异常风险未必相同
中青年人群应关注余生危险

55 高危人群降血脂 仅靠生活方式干预还不够

33 血脂检查
优先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