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市
民李女士带着孩子乘车去武汉，这是她
第一次带着2岁的娃出门，结果路上，孩
子因为乘车很不舒服而吵闹。她咨询，
如何避免乘车晕车现象。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坐车晕车，每个人都有差异，有的
人是因为闻到汽油味、机油味。有的人
是受颠簸，有的人是看到外面快速移动
物而晕车的，就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
解决方法，通常相对有效的方法有这几
点：

因汽油味晕车的人，可以打开车窗，
尽可能多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闻车内空
气，也不要想自己坐车晕车的景象。

因颠簸晕车的人，最好在嘴里含些
辛辣的东西，比如生姜、辣椒等，闭上眼
睛，头向后靠背，降低重心不要站着，若

能躺下最好。
因移动物晕车的人，最好不要向车

外观看，将注意力放在车内不动的物体
如乘客、坐椅或自己的身体、包之类的东
西，若能睡一觉就更好了。

出发前，乘车的人最好不要吃太饱，
有些人发现在早晨出发前吃巧克力，会
让晕车症状更严重。

想要防止小孩晕车，就和他们玩一
些游戏，不要让他们在车内看电影，不要
专注地盯着文字或车内的任何物品太
久，这么做可能会导致晕车。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晕车，但所有
晕车都是因为自己本身贫血的原因造成
的，如缺铁性贫血、缺锌性
贫血等等，平时应加强自身
的锻炼，增强体质，这样才
能长久地解决晕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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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过于悲伤。人如果一旦陷入极大悲伤的
情绪中无法排解，交感神经系统会分泌出大
量激素，使心跳加速、动脉收缩，进而导致比
如心痛、气短和休克等症状。临床中有一些
人，身体健康且无心脏病史，但会因为遇到
了一些突发事件，如亲人意外离世等，突然
倒在病房或太平间的门口。这是因为在遭
受到突发性打击时，引发了严重的心律失
常、胸痛、气促，甚至休克，这种病症被称为
压力性心力衰竭。过度悲伤使肾上腺素和

其他压力激素的分泌在短时间内激增，毒素
流向心脏，降低了心脏泵血功能。建议有冠
心病疾患或者中老年人，平素要保持心态平
衡，切忌过喜过悲，尽量避免或减少去悲伤
的场合。 （本报综合）

【悲伤时】极度悲伤真的很伤“心”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看电视尤其是看足球等激烈的比赛时，
常会引起情绪过分紧张、激动，交感神经兴
奋，血液中的儿茶酚胺物质增加，引起血压升
高，冠状动脉痉挛，致使心肌缺血，诱发心绞

痛或心肌梗死。
建议患有冠心病者或者中老年人，看电视控

制好时间，睡前看电视别超过半小时，不要看内容
过于刺激的节目，保持平静心态，避免乐极生悲。

【观赛时】情绪别太激动

【游泳时】心脏病患者不宜游泳

游泳时受到凉水的刺激，容易引发血管
痉挛，出现冠状动脉缺血而诱发心肌梗死。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游泳是种很好的锻炼方
式，可以锻炼出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脏。然而，
心脏病患者游泳是不适宜的，因为游泳会增
加心脏的负担。2011年7月16日，广州举行

珠江横渡，一名中年人游至中途突发心肌梗
死离世，给这次体育盛事留下遗憾。建议身
体健康的中老年人进行游泳锻炼时，要完全
活动开身体，同时要选择水温适宜的水域进
行，避免低水温的刺激。有冠心病疾患的患
者，最好不要游泳。

【吸烟时】尽早戒烟有利心脏

吸烟会促使动脉硬化，增大患心梗的危
险，与此同时，吸烟会引起冠状动脉收缩、痉
挛，导致血管闭塞，发生心肌梗死。

临床中，有一位23岁的心梗患者引起
了主治医师的注意。心肌梗死是中老年
人的常发病，而 30 岁以下的病患相当少
见。询问其病史才得知，元凶是该患者长

达 7年的吸烟史，这名患者平均每天吸 1
包烟。

其实，吸烟已是世界公认的冠心病危险
因素之一，很多人就是在吸烟时心梗发作
的。建议所有人都能认识到“吸烟有害健
康”，尽早戒烟，而且要相信，无论什么时刻戒
烟都不算晚。

【晨起时】动作宜缓不宜急

早晨起床，人从“半休眠”状态苏醒后，呼
吸心跳加快，血流加速，血压升高，容易使已
老化的心脑血管破裂，黏稠血液易形成血栓
造成栓塞。古人“闻鸡起舞”，但是，对已患心
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凌晨却是危
机四伏，尤其是凌晨五六时至上午十一时，对
他们而言，可以说是“魔鬼时间”。因为人体
具有生物钟节律，夜间身体存在“三低一高”，
即夜间体内血量比白天少、夜间血压比白天

低、夜间血流比白天慢、夜间血黏度增高。所
以起床时，身体从静态卧位到动态站位的变
化，常会造成人体心脑血管供血不足，中老年
人神经调节慢，如有心脑血管病还进行运动，
就容易发生猝死。

建议有冠心病疾患或者中老年人早晨起
床时，要注意保暖，切忌不可猛然坐起、下床。
晨起醒来后，最好平躺在床上活动四肢后再
缓慢坐起，之后再慢慢活动肢体，缓慢下地。

【鼾睡时】有呼吸暂停要尽早治疗

“打呼噜”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最突出的特征性表现，它是一种具有严重
危害及潜在危险的高发性疾病，会在睡眠过程
中反复出现窒息，使全身间歇性缺氧，增大心脏
的负荷，使血压急剧波动，从而容易引发悲剧。
因此，在伴有低氧血症及心肌耗氧量增加的情
况下，可促进夜间急性心肌缺血的发生。

缺氧还可引起夜间血液黏度增加，血管
壁功能失调等，最终诱发急性心肌梗死。英
国科学家曾在《英国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
称，“致命性心梗多发于晚上”，就是指这样的
情况。建议睡觉打呼噜人群，患有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患者尽早治疗，
解除危险因素。

急性心肌梗死简称“心梗”，是人体心脏冠状动脉急

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近年来，我国

急性心梗的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病例至少

有50万人。

发生心梗后极易导致猝死，因此，正确认识这一凶

险的病症及时防范至关重要。中国武警总医院急救医

学中心主任王立祥总结了10个易诱发急性心梗的危险

时间，希望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

【如厕时】排便切忌太用力

中老年人或有疾患者，大便往往不顺畅，在用
力排解大便时，人体的腹内压会增大，血压会迅速
上升，甚至可较平时翻一番，心率也相应加快，这
一切都会增加心脏负担，可能诱发心肌梗死。

事实上，在卫生间中发生心梗导致死亡悲剧
时有发生。今年2月28日，陈毅之子陈小鲁因突
发大面积心肌梗死不幸辞世，报道称他是在用力
解大便时诱发急性心梗。2006年12月20日，北
京999急救指挥中心接到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
生家中打来的求助电话。救护车赶到现场时，72
岁的马季先生已失去呼吸、心跳，诊断分析后认
为，他就是在上厕所的过程中突发心肌梗死。因
此，建议中老年人特别是患有冠心病的人群，在如
厕时一定切忌用力过猛，当排便不顺畅时，可通过
药物等方式进行辅助。

【洗澡时】饱时饿时都别洗

老年人很多意外都是在洗澡时发生的。洗澡
时全身血管扩张，皮肤和肌肉血流增加，患有心脑
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长时间待在密闭缺氧的环境
里，很容易引起大脑和心脏缺血，进而发生危情。

提醒老年朋友，饭后千万别马上洗澡，这是因
为刚吃完饭，大量血液聚集在胃部，其他器官处于
相对缺血状态，此时洗澡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更
高。同时，饿的时候也不要洗澡，因为血糖降低很
容易发生晕厥。有冠心病的病患或者中老年人除
了不要在饱餐或饥饿的情况下洗澡，还要注意洗
澡水温与体温相当，洗澡时间不宜过长，最好在他
人帮助下进行。

【宴饮时】暴饮暴食增加心脏负担

酒精会引起大脑兴奋，促使心率加快，血压升
高，并可诱使心律失常，使心脏的负担加重，尤其
是患有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者，饮酒会诱发冠
状动脉痉挛及心肌耗氧量增加，进而诱发急性心
梗。有冠脉疾病的患者进食大量含高脂肪高热量
的食物后，血脂浓度会突然升高，导致血黏稠度增
加，血小板聚集性增高，形成血栓，引起心梗。我
们经常会看到媒体报道某某饮酒后去世的新闻。
这些悲剧的发生，多数就是因为饮酒诱发了急性
心梗。

暴饮暴食也是诱发心梗的危险因素。生活
中，不少心肌梗死病例发生于暴饮暴食之后。建
议有冠心病的病患或者中老年人不要饮酒，同时
注意清淡饮食，不可暴饮暴食，避免增加心脏负
担。

【打牌时】不可久坐不动

沉迷于打牌或下棋，久坐不动，突然情绪激
动，血压飙升，心率增快，很容易诱发心肌缺血，引
发悲剧。曾看到网上有新闻报道，一老者连续打
牌十多个小时，突然赢了一把，结果发生心梗丧
命。前不久，24岁的王某，也是因连续长时间打
麻将之后突发胸痛倒地，送到就近的医院诊断为
急性心肌梗死。

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但这些悲剧其实
有可能避免。建议有冠心病的病患或者中老年
人，千万不能长时间坐着不动，在打牌下棋等娱乐
间隙时，要有意识地活动身体，这样有利于体内血
液循环通畅。

官桥镇卫生院

宣传儿童预防接种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4月25日上午，嘉

鱼县官桥镇卫生院门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该镇先
后有80多名青年夫妇带着儿童，积极参与流脑、乙肝、
麻腮风、百白破、甲肝等8种疾病疫苗有关治疗知识的
咨询和检测。

活动现场，官桥镇卫生院除摆放3块“预防接种，
守护生命”活动主题展板外，还发送宣传资料600多
份，安排6名医生接受群众子女的病情咨询和检测。

市卫计委

率先探索开展托幼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赵姣、李刚报道：近期，市卫计委

把群众的小事作为大事来抓，从人民最关心、最不满
意的事情做起，率先探索开展0-3岁托幼工作，努力
解决幼有所育问题。

幼有所育，关系到全面二孩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
实、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能否得到激发，进而关系到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16岁以下人口比例能否得到提升，这
是与未来社会的劳动力和安全稳定联系在一起的大事。

在国家和省级方案还未出台的前提下，市卫计委
不等不靠，提前部署，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赴北京学习
社区儿童中心创办模式，并准备结合我市实际，在市
区创办1-2家社区儿童之家，工作经验成熟后向县市
区推广覆盖。

目前，市卫计委已完成了前期三项准备工作。一
是选定了合作管理的社会企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选定了东方爱婴进行下一步合作。该机构热心公
益事业，有意愿在社区推广免费早教服务。

二是选定了第一家社区儿童之家创办地点，咸宁
市第一家社区儿童之家拟创办在天洁小区。考虑该
小区入住率高，目前已居住约6000户，且该小区居住
人员大都是冲着学区房去的，教育意识较强。

三是拟定了运营模式，采取公建民营的模式。市
卫计委将创办地点装修完成后交付合作机构进行管
理运营。社区儿童之家内部主要划分为活动、教育两
块区域。活动区域免费为群众开放。教育区域内开
展免费教育和收费教育两类，免费的课程主要为婴幼
儿养育照护内容，如婴幼儿营养、保健、卫生、儿童保
护、疫苗等，其目的是提高主要照护者养育照护能力；
收费课程主要为亲子早教方面的内容，其目的是通过
专业训练提高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项能力。亲子课
程收费不高于20元/节，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社
区儿童之家管理人员费用和日常水、电、网络等开展，
维持日常运营。

下一步，市卫计委将加快创办地点的签约和装修
进度，力争6月份正式开办我市第一家社区儿童之家。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2日，家住
咸安永安街道的石爹爹不小心扭伤了脚
踝，身边亲朋一会说冷敷，一会说热敷。家
人不敢贸然处理，只好赶紧送石爹爹去医
院。

永安街道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生活中市民常会出现关节扭伤
的情况，关节扭伤会造成极大的疼痛感，也
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一旦扭伤，不
能随意使用“偏方”处理，以免延误伤情。

在扭伤之后，应该让受伤的关节部位
静养，减少受伤部位的活动量，尽量避免让
其负重，将受伤的手或者脚抬高，以方便促
进静脉回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受伤

部位肿胀症状。在此时
不要对受伤部位进行揉
搓、按摩或者是热敷，以
防止加重出血，加重伤

情。
在扭伤脚之后，应该尽快地对受伤的

局部进行冷敷，冷敷可以促进血管的收缩，
使出血的症状得到减轻，对于新陈代谢产
生物能起到阻止减少的作用，减轻神经末
梢的刺激和压迫，同时可以消肿。每次冰
敷的时间进行15分钟，每隔两个小时敷一
次。

在扭伤之后，经过24小时，内出血完
全停止的时候，此时可以采用热敷的方法
进行处理，热敷可以帮助促进局部的血液
循环，能帮助消肿止痛，使组织得以修复，
促进代谢产物和淤血的吸收。

也可以取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中药
煎煮汤药来进行热敷，或者是将扭伤部位
浸泡，这样的治疗效果会更好。注意有些
情况的扭伤与骨折、骨裂难以辨别区分，如
果非常疼痛，则应尽快就医。

乘车晕车应注意些什么？ 关节扭伤如何处理？

心脏病发作后不能运动？
适当活动可延长寿命

心脏病发作，或者心脏手术都可能会改变生活。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敲响开始行动的警钟。而如
今，根据一项研究，在心脏病发作后进行适当的身体
活动可以延长寿命。

根据欧洲心脏病学会得出的结论，在心脏病发作
后进行锻炼，4年内死亡风险降低了一半。瑞典斯德
哥尔摩的瑞典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副教授埃克布洛
姆说：“众所周知，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不太可能发
生心脏病发作，并且更可能活得更久。”

据报道，在瑞典，有22227名患者在2005年至
2013年期间参与了此项研究。在心脏病发作后6—
10周和12个月报告了他们的体力活动水平。答案之
间的差异被认为是体现了心脏病发作后一年内身体
活动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患者被问及他们在过
去7天内锻炼了多少次30分钟或更长时间。患者被
分为持续不活动、活动减少、活动增加或持续活动这
几种情况。其结论是，与持续不活动的患者相比，活
动减少、活动增加或持续活动的患者死亡风险分别降
低37%、51%和59%。

埃克布洛姆补充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心脏病发
作后，患者可以通过体力活动来降低死亡风险。”他补
充说：“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个建议适用于所有心脏病
发作患者。例如，锻炼可以减少心肌梗死患者，以及
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死亡风险。”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义诊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吴翠报道：5月8日是

世界红十字日，也是世界微笑日。为此，咸宁市红十
字会联合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在温泉沃尔玛广场开展
送医送药义诊活动。

上午9时许，现场有数百位市民前来咨询，咸宁市
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耐心细致地为大家解答问题，做各
项健康检查，并免费发放宣传资料和药品。

在咸宁市妇幼保健院设立的义诊处，10余名儿科、
妇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的医生，为前来问诊的市民量
血压，给孩子检查身体，并将准备的宣传资料和医疗药
品送到他们手中。家住横沟镇的鲁登移说，他今年56
岁，老婆孩子都不在人世，他一个人生活，非常困难，还
长期患病。今天来街上买东西，刚好遇见医生在这里义
诊，就让医生看看了。

据妇幼保健院的相关负责人说，他们每次义诊活
动都会组织最强的医疗队伍参与，不仅在温泉城区、
周边社区乡镇举办各种义诊活动，还会走向县市区为
当地居民提供义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