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鱼县总工会

开展职工医疗互助
本报讯 通讯员皮道琦、张育明报道：嘉鱼县人民

医院某职工今年1月确诊了良性脑肿瘤，经住院治疗
后来县总工会申请医疗互助给付，获得了1万元医疗
互助金。

无独有偶，该县税务局某职工今年8月在咸宁市
中心医院确诊冠心病，在接受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
之后来县总工会申请医疗互助给付，获得3万元医疗
互助金。

他们都是嘉鱼县总工会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
武汉城市圈职工重大疾病医疗互助活动以来的受益
者。

据悉，在湖北省总工会的指导、全县企(事)业单位
大力支持下，嘉鱼县总工会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武
汉城市圈职工重大疾病医疗互助活动。在全县各单位
积极参与下，武汉城市圈职工重大疾病医疗互助活动
取得了显著成绩，帮助了一批患病职工及时得到互助、
救助，有效缓解了患病职工尤其是困难职工和农民工
的家庭经济困难。

从2014年该县开展医疗互助活动以来，县总工会
已经开展了两期武汉城市圈职工重大疾病医疗互助活
动，全县已有78家单位6000余人参与活动。截至目
前已有128人获得医疗互助给付款，互助金总额达
130万元。

武汉城市圈职工重大疾病医疗互助活动实现了
“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的目的，是工会组织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央关于群团工作意见的
重要举措，是工会组织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也是工会
组织协助党委政府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解决民生
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
充和完善。

同时，为更好的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密切联系职
工群众，确实解决职工的实际问题，该县总工会已开通
12351职工服务热线电话，接受广大职工群众来电来
访，让广大职工充分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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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医院

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刘念、通讯员余伟、谢燕子报道：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省委、省卫生健康委以及
市委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的决策部署，全面
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咸宁市医院党建工作指
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近日在市卫健委
召开，市医院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各县
市区卫健局主要领导、分管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相关
负责人，市直卫生健康单位主要负责人等80余人
参加会议。

会议从解读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目标责任制
考评细则、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落地落实等方面，
就进一步增强做好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的使命感、紧迫
感和责任感，切实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进行了强调和
安排部署。

“成立医院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是确保我市公立
医院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医院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之后，将指导推动全
市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协调解决全市公立医
院党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公立医院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主阵地。”该相关负责人要
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公立医院应通过反复学
习、常态宣讲、经常培训等活动，强化公立医院党员
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切实认清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各医
院要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全面加
强、全面进步，为建设健康咸宁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会议还举行了咸宁市医院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
揭牌仪式。

通山县卫健局

为扶贫点解难题办实事
本报讯 通讯员熊丹报道:10月17日，通山县卫

健局机关党支部联合县计生协、城区分局、通羊镇卫
生院、国药控股通山有限公司党支部等20多名党员干
部到所驻扶贫点——通羊镇宋家桥村开展“四下一
送”活动。

在听取了村委会关于精准扶贫当前存在的一些
困难和产业发展状况的情况介绍后，针对存在的突出
问题如猕猴桃基地的改造、村级公路的建设、村自
来水水质的改善等，局班子成员表示一定会迅速联
系相关职能部门帮助解决问题并加大资金的帮扶
力度。同时希望驻村工作队将帮扶工作与当前正
在开展的主题教育有机结合，把“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体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认
真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找准制约村级发展的
难点问题，与村里一道将已取得成效的光伏发电、
猕猴桃种植等脱贫产业巩固发展好，更好帮助贫困
群众实现就业、稳定脱贫。同时，为体现党的关怀和
温暖，卫健局机关党委组织通羊镇医院、国药控股通
山分公司党支部在该村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义
诊活动。

活动中，通羊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为前来就诊的村
民进行了健康体检，现场为前来问诊的群众进行测血
糖、量血压，指导他们如何服药治疗和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据统计，本次活动共为群众免费健康体检
300余人次，赠送常用药品价值1千余元。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
住咸安凤凰社区的胡先生想咨询，秋季
该如何科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凤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工
作人员介绍，秋天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
的高峰期，秋天容易导致人们的心情抑
郁，本身是一个干燥的季节，再加上不良
的生活习惯，会增加内火，血流速度也会
加快，从而心脏所需要的氧气量也会增
加，导致血液粘稠、血容量不足。

秋季的冷刺激容易引起血管的收
缩，导致冠心病患者出现心绞痛；心衰患
者引起心衰或者感染。因此室内的温度
应该随着室外温度变化来进行调整，室
内外温差要控制在5℃左右。

秋季天气比较干燥，水分流失也
较快，血液会变得粘稠，减慢血流速
度，容易形成血栓，从而形成缺血性的
中风、脑血栓、心肌梗死或者心绞痛。
建议居民出门时一定要带好水，可以

选择糖水或者淡盐水，采取少量多次
饮用的原则。

秋季居民可以适当的进行运动，改
善心血管的功能。可以采取散步的运动
方式，通过散步可以增强心脏的收缩能
力，加快心跳，血流速度也会加快，增多
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另外秋季居民要保
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有太大波动。

居民秋季要多摄取高蛋白质的食
物，如大豆、牛奶、鸡肉、鱼类等。另外也

要多吃富含纤维的粗粮蔬菜，这样可以
为身体提供更多的维生素，少吃一些煎
炸烧烤、熏制和腌制的食物，控制甜食的
摄入量，低盐饮食，不宜吃的太饱，采取
少量多餐的原则。

不
良
生
活
习
惯
是
﹃
幕
后
推
手
﹄

年
轻
人
，别
以
为
脑
卒
中
离
你
很
远

二三十岁的年纪，

却突然出现偏瘫、失语、

口角歪斜等中风症状，

这样的病例如今并不罕

见。脑卒中，在很多人

印象里曾经是老年人的

疾病，现在正逐渐“盯

上”中青年！国家心脑

血管病联盟牵头发布的

《中国中青年心脑血管

健康白皮书》指出，近年

来，我国心脑血管疾病

年轻化趋势明显，20

岁-29岁的患病及高风

险人群占比已经达到

15.3%，且中青年男性

心脑血管健康情况远差

于女性。

脑卒中常被通俗地称为“脑中风”
“脑梗死”，包括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
卒中。过去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老年人
的疾病，近年来中青年此病的发病率
正在悄然增长！

临床上一般将18岁—45岁之间
青年人发生的脑卒中称为青年卒中，
最新定义的青年卒中的年龄则不大于
35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青年
卒中占全部脑血管病人的比例约为
10%，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5%—
8%。

青年卒中发病以男性为主，不过
30岁前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与老
年卒中不同的是，青年卒中以缺血性
卒中占多数，即俗称的脑梗，急性期
死亡率低于老年患者，大约2/3的患
者可重返工作岗位，但也有不少人因
此致残。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卒中有三分
之一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即出现一
过性头晕、头痛、视物不清或短暂的说
话不利索、单侧肢体无力等症状，多在
数分钟到一小时内恢复，少数在24小
时以内恢复。出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
能大意，要查明病因积极治疗，否则会
有三分之一患者反复发作，还有三分
之一患者会最终发展为卒中。

以缺血性卒中居多

青年卒中发病率上升

与老年卒中相比，青年卒中的发病原因更为复杂
多样，高危因素除了动脉粥样硬化等血管性因素，还
有血液异常因素、心源性卒中和先天性、遗传性因素。

早发性动脉粥样硬化
与老年人卒中一样，动脉粥样硬化也是青年人卒

中最重要的病因之一，约占青年人脑梗塞的20%左
右。

夹层动脉瘤
夹层动脉瘤是头颈部血管内血液穿透至血管内

膜下引发血肿并沿血管长轴在血管壁间纵向扩展一
段距离而形成。夹层动脉瘤在35岁以下的青年卒中
患者中约占26%，常见的原因为外伤。曾有患者因
为颈部按摩导致椎动脉血管壁内膜撕裂，形成夹层动
脉瘤，引发脑卒中；有人踢足球时因为头球动作不当，
椎动脉撕裂形成血肿，导致血管梗塞；还有位患者钉
钉子时不小心砸到手，剧烈的疼痛使他头部猛地后
仰，也导致椎动脉撕裂引起卒中。因此，如果有头颈
部疼痛或外伤，并出现中风样表现，要高度警惕脑卒
中。

血管炎
包括感染性血管炎、原发性血管炎，由系统性或

全身疾病引起的继发性血管炎，以及感染、药物和肿
瘤相关的过敏性血管炎和病毒性血管炎。

烟雾病
又称脑血管异常血管网病，由于在脑血管造影图

像上形似“烟雾”，故称为烟雾病。患者会因动脉闭塞
引起脑缺血，或因代偿扩张的烟雾状血管破裂诱发脑
出血。

心源性卒中
心源性卒中占青年卒中病因的1/3，常见的高危

因素有心律失常、房颤、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瓣膜
病、心脏黏液瘤、卵圆孔未闭等。近年来卵圆孔未闭
被认为是隐源性青年卒中的重要病因，在青年卒中患
者中的发现率可高达50%。

血管发育异常和有些遗传因素也是青年卒中的
危险因素。

对女性来说，卒中的危险因素还包括先兆性偏头
痛、口服避孕药、妊娠期及产褥期异常。偶发的偏头
痛问题不大，如果偏头痛伴有先兆症状，比如发作前
出现视觉、言语或者运动方面的异常，就要当心。口
服避孕药也会增加卒中的风险，避孕药中的雌激素可
影响糖、脂肪代谢而使血液中多种凝血因子升高、血
黏度升高，进而导致血栓形成。曾有年轻女性患者因
月经不调口服避孕药，导致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出现
言语不清的脑梗症状。妊娠后期及产褥期血液处于
高凝状态，也易致血栓形成。

比老年卒中病因复杂

这些高危因素你有没有？

A

B

C

总的来说，青年卒中的病因有先天性的，例如
先天性脑血管畸形，但多数病因及危险因素还是可
防和可控的。遗憾的是，这些病因及危险因素在发
病前大多不被人知晓或重视，最终造成脑血管病发
病越来越年轻化。而高盐高脂饮食、吸烟、饮酒、熬
夜、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肥
胖、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更成为青年卒中发
病的幕后推手。

高血压是脑卒中的首位危险因素，临床上二三
十岁就确诊为高血压的并不少见，但往往因为不重
视或不知晓而缺乏规范化治疗。

吸烟和酗酒在青年卒中患者的发病中起着重
要作用。长期生活不规律、熬夜、缺乏运动，也容易
被卒中盯上。曾经有一位28岁的女性，每天晚上躺
在床上追剧，持续一个多月后突然出现头晕、走路
不稳，送医后被诊断为椎动脉夹层引起脑干延髓梗
塞。还有年轻男子长时间玩电脑倒在酒吧。

想要远离卒中，最重要的是要知晓发病高危因
素，并尽早预防与干预。比如重视对血压、血脂、血
糖的监测和管理。刚刚过去的10月8日是“全国高
血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18岁以上知晓血压”，
就是提醒年轻人定期测量血压，尽早知晓自己的血
压情况。对高脂血症、糖尿病的监测和管理也很重
要，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就不管不顾。此外，健康饮
食、规律生活，戒烟限酒、适度运动，都有助于远离
卒中的阴影。

吸烟、嗜酒、熬夜、高脂高盐……

不良生活方式是卒中“幕后推手”

快速识别脑卒中
脑卒中因其有很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给很多

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能尽早识别脑卒中，可
以及时拯救卒中患者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

目前临床上是从八个方面识别卒中：
1.一侧肢体(伴或不伴面部)无力或麻木；
2.一侧面部麻木或口角歪斜；
3.说话不清或理解语言困难；
4.双眼向一侧凝视；
5.一侧或双眼视力丧失或模糊；
6.眩晕伴呕吐；
7.既往少见的严重头痛、呕吐；
8.意识障碍或抽搐。
然后根据头颅磁共振成像的梗死形态、数量、分

布进一步判断病因。
国际上将“FAST”口诀作为判断卒中的预警信

号，更容易为大众所记忆：
F即Face（脸）：脸部一侧可能发生面瘫，患者无

法微笑，嘴巴或眼睛下垂。
A即Arm（手臂）：患者无法顺利举起单手或双

手，或者单手或双手无力、麻木而动弹不得。
S即Speech（说话）：患者无法流利对答，或说话

含糊不清，尽管处于清醒状态，也无法说话。
T即Time（时间）：如果发现上述三条中的一条

或多条症状，应第一时间拨打“120”，尽快前往有卒
中中心的医院或神经内科进行救治。

（本报综合）

秋季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不少糖尿病人抱怨，“患上糖尿病
后，医生就不让喝粥了，因为粥比米饭升
高血糖的速度更快”。事实是不是如此
呢？

的确，等量大米煮成的米饭或粥，对
糖尿病患者进食后的血糖确实会产生不同
的影响。糖尿病患者进食米饭之后，餐后血
糖相对较平稳；进食粥后，餐后血糖则明显升
高。该现象与影响食物血糖反应的因素有
关。

影响食物血糖反应的因素有：食物的
化学组成、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形式、
食物的颗粒大小等物理性状、食物中的可
消化碳水化合物含量，以及食物中的抗消
化因素。知晓了这些影响食物血糖反应的
因素后，我们就明白，其实糖尿病患者也是
可以喝粥的。

粥的品类多种多样，关键是喝什么样
的粥、粥怎么烧、如何科学喝粥。

多喝杂粮粥少喝精米白粥

建议在煮粥时加入一些杂豆、杂粮，如
赤小豆、玉米、燕麦等配料，煮成杂粮粥、杂
豆粥，粗粮杂豆熬制的粥增加了膳食纤维，
明显降低升糖指数。有数据表明，单喝大
米粥时，在健康人中测定的大米粥血糖指
数可高达102，而加水煮烂的赤豆只有24；
一半赤豆加上一半精白米的混合粥，血糖
指数就能降至73。可见，需要控制血糖的
人更适合喝加入豆类的谷豆混合粥。

粥不要熬得太久

粥熬得越烂，糊化程度越高，淀粉颗粒
越小，就越利于消化吸收。越黏稠的粥，被
人体消化吸收的速度越快，血糖就越难控
制。有研究显示，豆粒和米粒的完整性越
好，消化速度越慢，血糖上升也越慢。因
此，各种杂豆杂粮粥也要烹饪得当，不可煮
得太久或煮得太烂。

粥里加点蔬菜、肉末

白米粥容易升高血糖，放入一定比例
的蔬菜、瘦肉等，如香菇、海带、芹菜等高纤
维食物，就能减少粥的量，减少摄入的糖
分。而蔬菜能量低、含糖少，又富含膳食纤
维、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本身就有利于控
制餐后血糖，对于防止高血压和高血脂也
很有好处。

减慢喝粥速度

粥是流质的食物，不需要咀嚼，这就导
致喝粥时速度都很快。然而，喝粥时间越
长，血糖升高的速度就会越慢。一饮而尽
绝对不可取，要小口慢咽，就着菜喝。尽量
拉长喝一碗粥的时间。

空腹不宜喝粥 不在早餐喝粥

粥的吸收速度较快，空腹喝粥，容易引
起血糖波动。糖尿病患者在喝粥前可以先

吃一些吸收较慢的食物垫垫肚子，如馒头、
蔬菜，从而减缓粥的吸收速度。

研究证明，凌晨2时至中午12时，血
糖普遍偏高；到中午和下午，人体血糖趋于
平稳。因此，早餐喝粥会加剧血糖的不稳
定性，建议糖尿病患者午餐或晚餐时喝粥
为佳。

先放凉再加热

粥中的淀粉在煮熟之后会完全分解，
加快血糖的上升速度。但将粥放凉至室温
之后，淀粉会出现老化并形成升糖速度较
慢的抗性淀粉，而且再加热后，抗性淀粉也
不会明显减少。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将
粥放凉后再喝，而肠胃不佳的患者朋友则
可以将粥放凉后再加热食用。

由此可见，只要选对粥的品种、掌握好
烹饪以及喝粥的小技巧，糖友们还是有福
享用粥这一保健美食的。 （本报综合）

糖尿病患者如何科学喝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