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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夹层突发出血原是管不住嘴
专家：
重视血管健康，
饮食有节，
定期体检
记者 赵尉童 通讯员 陈姝 文/图
5 月 18 日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记者了解到，心脑血管病总死亡人数仍在快速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
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外，周围血管病发病率也非常高。泰州四院大内科主任孙纪荣建议，市民不应该将心梗、脑
梗只停留在害怕上，而应该是积极行动，及早实施干预，保护血管健康，
增添生命活力。
内皮就会慢慢开始形成粥样硬化，继而发展成斑块，每一
步的病理改变大概需要 10 年。也就是说，到中老年时，
发生心梗和中风的概率会显著增加。因此，及早做到积
极防治非常重要。

今日名医

孙纪荣 主任医师
泰州四人医 大内科主任
门诊时间：
周一全天

年轻男子突发主动脉夹层出血
家住市区的张先生今年 29 岁，既抽烟又喝酒，饮食
上一点也不亏待自己，一有机会就下馆子，是朋友圈里的
吃货。身高 1.75 米的他，体重接近 180 斤，年纪轻轻就有
高血压。
上周六，张先生在家休息，突然觉得胸口剧烈疼痛，
像撕裂一般，在床上动弹不得。家里人一看情况不妙，连
忙将他送往泰州四院。
泰州四院心血管专家、大内科主任孙纪荣给张先生
进行了急查，照完胸部 CT 后，孙纪荣发现张先生发生
了主动脉夹层出血，通俗地讲就是由于长期高血压和动
脉粥样硬化，血流冲刷导致动脉内膜与中膜剥脱，好像在
血管壁之间形成了一个夹层，血液进入并储存于动脉内
膜和中膜之间。如果不及时救治，夹层破裂将导致大出
血，
危及生命。
所幸张先生就医及时，
手术成功。
孙纪荣说，近年来，血管健康问题越来越年轻化，就
四院来说，每年都会收治十几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绝大
多数是年轻人。

心脑血管问题不容忽视
“生活中不少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患病多
年。”孙纪荣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按照其权重排
序分为血脂异常、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缺乏
运动、饮食缺少蔬菜水果、精神紧张等。
据了解，心脑血管健康出现问题，典型症状是胸
闷、心慌、胸痛、头晕、头痛等，严重结果是突发急性心
肌梗死、脑梗死、脑出血等。
“ 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
活节奏快，很多人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熬夜加
班、吸烟、饮酒、饮食不合理、运动少等，这些不良的生
活习惯引起的高血脂、高血压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根本原因。”
孙纪荣说，血管硬化从年轻时就可出现，最初血管壁
内皮只有少量的脂纹和脂质沉积，是可逆的病理改变。
如果此时仍不改变不良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血管壁

周围血管疾病也须警惕
“除了心脑血管疾病外，现代人出现周围血管病的
比例也较高。”孙纪荣说，很多人以为动脉硬化只会发
生于心脏的冠状动脉，引起冠心病、心梗等，或者是脑
动脉硬化引起脑梗、偏瘫等，却不知道动脉硬化是一种
累及全身的疾患。一旦身体某个部位出现血管硬化，
致使缺血到一定程度，该处就会出现病变，由于血管遍
布全身，一处病变往往反映其他部位也有类似病变，例
如冠心病患者，也可以同时有颈动脉硬化、下肢动脉硬
化的风险存在。
孙纪荣说，颈动脉硬化易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病人
常感头晕、目眩、记忆力差、思维能力明显下降、失眠或嗜
睡，久而久之，将造成大脑萎缩。若硬化了的颈动脉斑块
脱落，随血流阻塞动脉血管，就会造成脑卒中，出现失明、
言语不清、瘫痪等表现，甚至威胁生命。一般情况下，轻
度动脉硬化不影响血液供应，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的
“三高”人群，
应警惕此类疾病的发生。
肾动脉硬化临床多见于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般无
明显症状，除了一些病人有微量蛋白尿外，很少有其他异
常改变。部分患者可发生动脉栓塞，表现为肾功能不全，
在应激状态下甚至会发展为尿毒症。

重视锻炼定期体检
孙纪荣说，想要血管健康，不仅要注意平时饮食，还
要加强锻炼。
在锻炼方面，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其他如太极
拳、慢跑、乒乓球、羽毛球、爬山、跳舞、游泳等均可以，但
要注意运动不要过度。
在饮食方面，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指标，饮食清
淡为宜，少吃动物脂肪，以摄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多食
用一些软化血管、降低血脂的食品，
让血管壁保持弹性。
孙纪荣说，生活中大家要多喝水，也可以常喝点绿
茶，绿茶中的茶酚能降低血液中坏胆固醇的含量，增加
好胆固醇的含量，增加血管柔韧性、弹性，预防血管硬
化。
此外，保持良好的、快乐的心境，保证充足睡眠时
间。因为睡眠时，副交感神经处于优势地位，血管从紧
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血流变得更加通畅，在清醒的状
态下反之。
孙纪荣建议，每半年做一
次体检，监控血管健康，做到心
泰医在线
中有数。

舌苔总是厚厚的
该怎么办？
市民钱先生来电咨询：近段时间我的舌头反
反复复长白苔，还有厚厚的感觉，请问医生这是怎
么回事？
泰州市中医院口腔科医师徐曼：舌苔厚反映
的其实是口腔卫生问题。舌苔就像一层衣服一样
覆盖在舌头表面，它主要是由脱落的上皮细胞、渗
出的白细胞、食物残渣、细菌和唾液构成。说大白
话一点，舌苔就像是我们舌头上的“头皮屑”。它
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什么疾病，因为有的人多，
有的
人少，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多有少。
但舌苔能反映的问题是，口腔卫生状况不太好。
由于舌苔不仅会造成口臭，
还可能成为有害菌
的温床，
所以刷牙结束后别忘了刷一下舌头。另外，
用漱口水也有帮助。 记者 赵尉童 通讯员 毛霓

血糖正常了还要吃药吗？
市民刘先生来电咨询：我今年 50 岁，
半年前被
诊断为Ⅱ型糖尿病，
经过饮食、
运动控制，
口服二甲
双胍 3 个月后，每次检查血糖都很理想。最近两
周，
我经常参加朋友聚会，
吃喝都没控制，
血糖也没
升高。请问，
我还要吃药吗？
泰州四人医内分泌科主任陈兰英答复：初发
糖友经过积极正规的生活习惯调整、超重者减轻
体重、药物治疗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可出现明显的
症状缓解，甚至不用药物也可保持血糖正常，
这种
情况并不少见，可持续数周至一年，少数可持续数
年或更长时间。
这代表胰岛部分β细胞功能有所保留，可以
代偿，
是个好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期间可以放
弃饮食、运动控制和药物治疗。Ⅱ型糖尿病现在
还不能根治，
一旦确诊，
表明胰岛剩余的正常β细
胞数量已不足正常人的一半，且以约 4%的速度
逐年下降，目前尚无有效手段使其再生。像上面
提到的频繁聚会、肆意吃喝，断不可取，建议做好
以下两方面。
1.摒弃不良生活习惯，
进行科学调整。调整饮
食结构，限制总热量和脂肪摄入、以低升糖指数食
品为主；适量运动，控制体重，结合自身情况，
至少
每天 30分钟中等强度活动；
戒烟限酒，
监测血糖。
2.听取专业内分泌医生建议，采取适宜治疗
方案。合理用药可减轻胰岛负担，实现血糖长期
良好控制，延缓并发症发生，保证糖友生活质量，
享受幸福生活。
记者 王蕾 通讯员 陈姝

心脑血管病人的守护神
——记泰州三泰康复医院内科主任张国栋

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从 “亲民”
的医生、
是个
“实在”
的医生、
是
医 48 年来，张国栋始终坚守这一古
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亲民：心脑血
训，不断钻研医术，医德双馨，奋战医
管病患者中，
以老年人为多，
老年人存
学临床一线。
在基础疾病、
心理障碍、
病情复杂等诸
48年如一日，
每天门诊总有30多
多问题，张国栋总是从病人的角度与
号，
病房有60位病人，
总有他忙碌的身影，
病人沟通、治疗，去除病人身体病痛、
所在的内科以心脑血管病人和老年病人
心理的不快。实在：张国栋按病情用
为多、
基础病多、
重病人多，
要有娴熟的专
药，能用价廉药治疗决不用效果相同
业技术、
敏锐的观察能力和专业的救治技
的价贵药，能用一种药治疗决不多开
术，
才能使这些病人得到合理治疗。
几种药，深受广大病人的好评。医术
多年来，张国栋拥有一大批中老
高：
由于张国栋与病人亲民细致沟通，
年的“医粉”，在病人的心目中他是个
他总能发现一些与疾病有关的细节

问题，
时时开出妙方、
手到病除。一些
多年高血压患者在当地长期服用降
血压药，
血压很不稳定，
病人感觉身体
上很不舒服，
且存在很大的危险性，
张
国栋通过详细询问病史、
生活习性，
依
据他多年的经验，经过三天的药物和
生活习性调整，将血压调至正常稳定
的范围，深受病人的爱戴。张国栋电
话 24 小时开通，
有咨询的、有感谢的，
经常夜里或休息天被叫到医院参与
会诊、抢救。有一次夜里 12 点多，病
房有个极度衰弱的病人，突然发热

40℃，
痰不能咳出，
生命危在旦夕，
70
多岁的张国栋立即赶到医院，凭着多
年的临床经验，
扎实的专业基础，
展开
了抢救工作，
降温、
吸痰、
心电监护、
对
症用药……每一个治疗抢救措施都
是这样及时、正确、有效，病人呼吸通
畅了，心律恢复了，体温下降了，一个
个生理指标平稳了，病人又一次从死
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了，病人和家属感

✚ 卫计风采 ▶▶▶

动地夸赞张国栋是
“生命的守护神”
。
从医 48 年，一个又一个病人从
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一个又一个病
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指标维
持正常；一个又一个病人从病态走向
健康。这些让张国栋很有成就感，倍
感欣慰，他总是这样说：
“病人的康复
是医生最大的欣慰，更是医生的职业
追求目标。
”

泰州市卫计委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