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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自测血压
注意“四定”

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估计，目前全国约有高血压患
者2.7亿。通常来说，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没有明显症状，只
有少部分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昏、头痛、耳鸣、胸闷、心悸、肢
体无力或麻痹、夜尿增多或尿带泡沫等症状。所以，要知晓
自己的血压水平，优先推荐在家自测，可以通过“四定”的方
式来测量。

一定：定血压计
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测量上肢

血压，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考虑
为高血压。很多人担心自己的电子血压计不精准，这里有
一个简单的办法验证：用电子血压计与水银柱血压计作比
较，分别测量3次，结果取平均值，两者结果的数值相差不
超过7mmHg，则表明电子血压计可继续使用。

二定：定测量时间
测量血压建议选择相对固定的时间。早晨起床后30~

60分钟内测一次血压，通常在早上6时至8时测量。清晨
时段是血压的最高峰，也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从
临床实践角度出发，清晨血压控制在135/85mmHg以下，
意味着24小时血压得到严格控制。在服降压药后2小时
测，则能判断药物的疗效。睡前测一次，可以看看血压波动
的情况。

三定：定测量部位
左臂、右臂均可。建议初次测量时，两只胳膊都测一

下，选择数值较高的一侧，再次测量时均以此臂为准。
四定：定测量体位

测量血压对姿势、体位也有一定的要求，建议测量血压
时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坐下，捆绑电子血压计袖带的上臂与
心脏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双腿下垂，双脚自然放平。

需要注意的是，在测量血压前20分钟，要做到不运动、
不抽烟。记得排尿后再去测量，憋尿会让血压升高。

老年人降压需缓慢谨慎
高血压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专家认为，老

年人降压需缓慢、谨慎。
高血压是脑卒中和冠心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被称

为影响人类健康的“无形杀手”。根据《中国老年高血压管
理指南2019》，我国半数以上的老年人患有高血压，而在
80岁及以上高龄人群中，高血压的患病率接近90%。

专家表示，血压≥140/90毫米汞柱是高血压的诊断标
准。只要诊断为高血压原则上都要降压，降压可以减少未
来发生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严重疾病的危险，降
低死亡率。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专家认为，临床上多数相对
健康的老年人都可以安全地将血压维持在目标范围内。不
过，老年人由于常存在单纯收缩压高、合并症多、容易发生
低血压等情况，降压需要缓慢、谨慎。合并症多、比较衰弱
的老年人，可以先将血压目标定在<150/90毫米汞柱；如果
能耐受，可以进一步将目标血压定在<140/90毫米汞柱。
降压过程中密切观察，以不引起缺血症状或不适为原则。
老年高血压患者舒张压不宜低于60毫米汞柱。

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来说，血压并非越低越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施小明
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高龄老人收缩压在107至154
毫米汞柱范围内，具有较低的死亡风险。 （本报综合）

杨雪岭说，有研究表明，焦虑程度
和考试成绩并不是完全成正比或反比
的，两者的比照曲线呈“倒 U”形，也就
是说完全不焦虑、调动不起兴奋情绪，也
很难发挥出正常水平，当焦虑、兴奋程度
达到一个最佳水平，发挥水平也会达到

一个峰值，如果焦虑程度再增加，又会影
响发挥。一般来说，物理、化学等科目需
要的最佳焦虑水平会需要比文科类低一
些。所以家长和学生其实也不必过度关
注和担心紧张、焦虑等情绪。

（本报综合）

大考在即 怎样减压？
心理医生教你几个小窍门，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减压

距离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只有半个多月了，

考生们积极备战的过程中，如何缓解紧张情绪、自

我调节减压？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心理科杨雪

岭副教授和颜海峰博士结合临床遇到的个案，给

广大学生和家长提出了建议。杨雪岭还给大家介

绍了上考场时消解紧张的小窍门，包括吐纳呼吸

和使用积极心理暗示的“小道具”，趁着还有时间，

练习起来！

杨雪岭介绍说，平时门诊中青
少年患者的比例大概有20%～30%，
大部分存在学业压力引起的问题。目
前临近中、高考，门诊中就诊的青少年
患者略有增加，多数是因为压力导致
的焦虑、睡眠问题等。

“很多患者都是在出现了比较
明显的症状以后，才来到诊室的。
其实，父母可以早点注意孩子的表
现，早点干预可以避免很多严重问
题。”杨雪岭建议，家有学业繁重的
青春期孩子，父母在和孩子相处时
有两点要注意：一是多进行有效沟
通，和孩子做朋友，满足孩子的各
种心理需求。不要动则以对抗、互
相指责的方式来进行沟通，要多鼓
励、多表扬。二是要无条件地接纳
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哪怕成绩下
降，也是成长过程中会出现的正常

现象，可以培养孩子应对挫折的能
力，这个过程家长要予以支持、陪
伴。

那么，如何发现心理情绪问题
的早期表现呢？杨雪岭说，如果孩
子突然出现莫名的情绪低落、不爱
说话，性格转变；或者烦躁不安、易
激惹；成绩下降等现象，家长要留意
是否在生活、学习甚至孩子跟同学
老师的交际是否出现挫折、遇到困
难，积极进行引导，不要让这些小的

“情绪感冒”在紧张备考中演变成大
问题。“还有些孩子，会突然沉迷游
戏、玩手机，有的人半夜偷偷起来玩
手机”，很多家长认为这是成绩下降
的根源，简单粗暴地进行阻止，实际
上这可能正是孩子感觉到了压力，
进行宣泄的一种行为，家长应该疏
导而不是强行指责、阻止。

家长
请无条件接纳孩子的优缺点

颜海峰说，临床上就诊的各种
心理问题患者，超过九成首先表现
或伴随着睡眠问题。考前很多学生
都会在客观上睡眠时间减少，实际
上，短期内如果睡眠时间缩短，但睡
眠质量没有问题的话，可能不会对
人的认知、记忆能力产生影响，但如
果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乃至出现
比较严重睡眠障碍的时间如果超过
半年，是一定会对人的精神心理状
态产生负面影响的。所以无论学习
多么紧张，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
睡眠质量依然是第一位的。同时，

如果家长对心理健康的知识认知不
多的话，一个最简单关注孩子心理
健康的指标就是睡眠，如果孩子睡
得好，多半不会有什么问题。一旦
发现孩子多梦、早醒，那就要警惕
了，尤其是早上明明可以多睡一会，
却睡不着，早早醒来，那是需要引起
重视的。

良好的睡眠
是最好的减压办法

有的孩子平时成绩很好，却容易在关
键时刻“掉链子”，一遇到重要的、大的考试
就发挥不出正常水平，怎么办？杨雪岭说，
有的孩子在认知上自我要求、自我期待高，
把自信建立在成绩的基础上，会担心拿不
到好成绩得不到老师同学和父母的肯定。
恐惧心理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在考
前就非常担心考不好会承担不好的后果。
考前焦虑的情绪会直接表现为手抖、心慌、
出汗、频繁上厕所乃至胃痛、腹泻等。

考试之前如果过于焦虑，实在无法排
解，也可以选择就诊，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
结合心理治疗，短期使用抗焦虑药物。对于
轻度的紧张、焦虑，杨雪岭也教给大家三个解
决问题的小窍门。

1. 使用“安慰剂”
实践证明，安慰剂疗法是能够给到孩

子积极的心理暗示，达到缓解焦虑、改善情
绪的效果的。所以一些普通的有安神作用
的非处方药物，褪黑素、口服液类的保健
品、天麻汤等，作为“安慰剂”给孩子适当吃
一点也无妨，只要吃后孩子心理上觉得舒
服就可以。“有历届的家长反馈过，考前孩
子紧张，睡不好，就给孩子吃了一些普通的
维生素，告诉他是‘安神补脑’作用的药物，
结果效果也不错。”

平时学习紧张的时候，抽出一点时间跑
跑步，做点运动，可以让晚上睡得好一点。

2.练习“正念减压”方法，临考可应急
临上考场，有的人紧张得发抖出汗，

脑袋一片空白，或者一听到别人翻卷子的
声音都会紧张，怎么办？不如从现在开
始，学一套“正念减压”方法，开考时，利用
发卷的一两分钟练起来：

放下笔，利用给自己一两分钟的安静
时间，把注意力放在专注的呼吸上，感受
缓慢呼气的过程，深呼吸缓慢吐气5至10
次。在内心反复进行积极暗示：只要放
松，就能考出好成绩。随后在意识中进行
全身的“躯体扫描”，从头到脚，到肢体，全
身每个部位都放松下来。整个流程下来，
只要两分钟，就能放松身心。

3.给自己一些幸运“小道具”
女生可以在平时找到一种自己喜爱

的味道清淡的香水，在身心最放松、心情
最愉快的时候喷一喷，让这种味道和正面
积极、轻松的情绪产生“联系”，建立起心
情放松的条件反射。到临上考场前，也给
自己稍微喷上一点这种“愉快香水”，也有
助调节情绪。

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选择在考试时
穿戴自己最喜爱的衣服、服饰、文具。男
生可以选择平时心情愉快时佩戴的手表，
在平时就有意识地去建立积极的心理暗
示，临考的时候，这些熟悉的“小道具”都
有助放松心情。

小考成绩好
大考怯场怎么办？

焦虑
并非全是“坏事”

小儿夜咳怎么治？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家住温泉城区体育

路的周女士烦心不已。她咨询，孩子白天好好的，一睡觉
就咳嗽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治？

市中心医院儿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儿夜咳原因有很
多，有感染性因素，还有非感染性因素。一般感染性因素
有肺炎或是支气管炎，还有一种病原菌是百日咳鲍特菌，
它引起来的叫百日咳，夜间咳嗽厉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面
色通红，上不来气，还有可能会出现呼吸暂停。非感染性
因素，像支气管哮喘，也是夜间以及晨起咳嗽或者是喘息
比较明显。

食疗法。在家可以给宝宝做一碗川贝冰糖雪梨、雪梨
汤，或者由妈妈把雪梨汤喝下，让宝宝通过吃乳汁来接收
到营养。

药物治疗。如果宝宝咳嗽症状很严重，应尽快带宝宝
去医院检查，根据医嘱给宝宝服用药物。也可以吃些止咳
化痰的药物，或者是使用一些滴鼻剂，能有效促进鼻黏膜
功能恢复，减轻宝宝咳嗽症状。

有此一说：耳垂有折痕，会有冠心病

丁邦晗说，本来没有关注过耳朵与冠
心病的关系，但近年来在心血管专科坐诊
时，经常被病人问到“我的耳垂上有折痕，
有人说我有冠心病，这是真的吗？”，这促
使他开始关注这一说法。

原来，这一说法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得
更广——输入“耳垂折痕，冠心病”，搜索
引擎上弹出1130000条结果，给出的相
关搜索条目更是能让人一直点下去……

让丁邦晗想不到的是，这一说法到底
是不是真的，不仅一般人疑惑，就连心血管
医生也结论不一，相当多的医生认为“说法
没有科学依据，心脏病跟耳朵没有直接联
系”“耳朵有折痕不是心脏病表现”等。

这条折痕
甚至有医学专用名词

有意思的是，其实正是医生最早关注
到耳垂与疾病的相关度的。甚至耳垂上
如果折痕是斜形的，褶皱从耳屏到耳垂后
外侧缘，至少占总耳垂长度的1/3，医学
有个专门上的名称叫“耳折”“耳垂皱褶征
（ELC）”，又称“Frank征”。

这是因为，美国肺病专家Sanders
T. Frank在临床上观察到，有耳垂皱褶的
受试者20人中，19人存在一个或者多个

心血管危险因素，他著写文章，1973年刊
载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指出小小的
ELC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与冠状动脉疾
病和其他动脉粥样硬化疾病之间存在明
显的相关性，可作为预测动脉粥样硬化疾
病的标志之一。这也是有关ELC研究文
章的“始祖”。

此后，更多的研究出现，更多文章涌
现。

比如，197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再发表一项丹麦研究，发现50~59岁年
龄组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里，“耳折”患
病率（46.8％），明显高于同年龄组的对照
组（31.6％）；在60~69岁组的情况类似。

再如1976年，又有临床研究文章，发
表222名不同年龄阶段“耳折”患病率的探
讨，研究提示一个规律：即“耳折”不但与
冠心病相关，还与患者的年龄相关；40岁
以上的“耳折”者，患冠心病的概率更高。

双侧“耳折”显著
几乎都提示前降支病变

可能有人会说，这些研究都那么早
了，医学进步会不会推翻结论？中国人或
者亚洲人的情况跟欧美人士会不会有不
同？

记者找到了更多的研究成果。
2009年，日本科学家发表的一项代

谢综合征患者研究显示，17位“耳折”患
者中13人诊断为明确的心血管病患者。

2009年，中国研究者丁进、宫剑滨
等，在《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耳垂
皱褶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通过125
例冠脉造影，显示“耳折”预测冠心病的灵
敏度、特异度分别达80%和68.83%；双侧

“耳折”显著的患者几乎全部提示前降支
病变。

201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发
表了中国人群中耳垂折痕与冠心病之间

关系的研究论文。冠心病250例与非冠
心病人199例的样本，观察发现，冠心病
人群中75.2%的人有“耳折”，而且明确

“耳折”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狭窄更严
重、病变血管也更多。凭“耳折”诊断冠心
病的敏感性为75.2%，特异性为53.8%。
文章揭示了中国人群中，“耳折”与冠心病
之间的显著独立相关。

2017年，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
郭宇超、吴炜等在《中国循环杂志》发表文
章，他们一项历时长达35年的大规模前
瞻性研究发现，“耳折”与缺血性心脏病、
心肌梗死发生率增加显著相关，机制可能
在于循环中自由基的氧化应激损伤以及
血管内-中膜厚度增加。

中国医学专家2017年关于“耳折”与
冠心病的研究，也是目前记者能查阅到的
最新的相关文献报道。

记者发现，多项研究发现，“耳折”与
冠心病相关，但专家们对于“耳折”是不是
与心血管疾病独立相关，其实还没有公认
的定论。

中国专家指出，“耳折”是体征，非常
容易观察、辨识，又有大量的流行病学证
据提示与心血管病相关，所以在临床上医
生确实容易识别高危患者，甚至可以尝试
在临床上将“耳折”用作一个早期识别心
血管疾病的体征，及早进行宣教、预防和
干预。

不过，专家们指出，“耳折”到底是不
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耳折”、
冠心病同患的具体病理生理学机制又是
什么？这些问题都尚不明确。

“耳折”出现
通常包括五种情况

是不是只要“耳折”出现，就一定会有
冠心病？丁邦晗明确回复：并不是。不是
所有的“耳折”都与冠心病有关。

事实上，中国专家郭宇超、吴炜等认
为，“耳折”的发生，起码有五种情况：

1.可能是睡觉压出来的，比如医生观
察到早期“耳折”晨起明显，日间却可复
原；

2.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比如研究发
现，白种人发生率最高，黄种人发生率低，
提示“耳折”可能有相关的调控基因；

3.可能与更早衰老有关系，因为年龄
越大，“耳折”越常见，而年龄本身就是心
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因素；

4.可能与氧化应激相关，目前有研究
认为，血管粥样硬化与系统性的血管炎症
反应相关，而“耳折”者的丙二醛化低密度
脂蛋白、超敏C反应蛋白、穿透素3水平
确实相对较高；

5.可能与微血管失去弹性相关，有
“耳折”的人，弹力蛋白发生了断裂、小血
管壁周增厚，这种微血管变化可能间接反
映了冠状动脉血管床的病变。

特别提醒：
有“耳折”最好进一步检查

有“耳折”并不就是有冠心病，但
2014年一项样本数超过3万人的国际关
联病例大型荟萃分析指出，与没有“耳折”
的人相比，有“耳折”者患上冠心病的风险
高出3.3倍！

因此，丁邦晗指出，如果出现“耳折”情
况，最好进一步检查以诊断是否有冠心病。

他指出，“耳折”的多发人群为40岁
以上，这些人群也多数有一个或多个心血管
疾病危险因素，比如男性、高血压、糖尿病或
血糖异常、血脂异常、吸烟、超重或肥胖、心
血管疾病家族史等，所以，出现“耳折”，建议
进一步检查以了解冠状动脉情况。

建议进一步的检查包括：常规的血
脂、血糖、颈动脉彩超、椎动脉彩超、心脏
彩超、冠脉CT等。

（本报综合）

看耳朵判断有无冠心病？
冠心病已经是非常常见的疾病，

但因为普通体检查不出来，病人往往
等到心绞痛等发作时才知道患病了。

有没有想过，有一个特别容易观
察并且判别“是否患上冠心病”的特
征？有的！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主
任、主任中医师丁邦晗教授指出，看
看耳垂上有没有折痕，可以初判冠心
病风险。

如何护理口腔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咸安阳光社区

的居民小韩咨询，平时该如何护理口腔健康？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建议，居民刷牙的

最好时间是进食后的半小时内。如果有可能，尽量在三餐
后立即刷牙。这样，不仅可以使口气清新，还可以防止食
物残渣为牙齿表面的细菌提供营养。

每次刷牙时间控制在两分钟，上下刷牙方式能保护牙
龈，很多人采用的大力横刷法，会对牙根部造成过度磨损
并刺激牙龈的退缩。

刷牙时应特别注意下前牙内侧和后牙的位置，避免形
成牙石。刷牙后要用清水多次冲洗牙刷，并将刷毛上的水
分甩干，并倒置保存。

牙缝间的食物残渣通过刷牙很难清除，会导致有害物
质在牙缝深层的积存和腐败。口气的产生与此关系明显，
因此，刷牙后使用牙线可以彻底清洁牙齿。

对于舌苔的卫生要特别注意。舌苔不能过度刷洗，经
常用力刮舌苔，会损伤舌乳头，刺激味蕾，造成舌背部麻
木，味觉减退、食欲下降。要使用特殊的舌苔刷来清洁舌
苔，普通的牙刷也会对舌苔造成损伤。

口腔医生建议每半年或一年洁牙一次，并作全面口腔
检查。这样可以使口腔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既简单有
效，又不会花费很多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