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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首在治心；养生，首在养
心。百病生于心。内安己心，是大病
康复及养生保健的根本。

中医认为，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
要原因在于心肾不交、心肺气阻、心
脾两虚、心肝郁滞等，至使水饮凌
心、痰迷心窍，淤血堵塞心脏或心包
的血脉，心脏元气受损，不能发挥心
脏应有效能。

心主血脉、心藏神志。心在五行
属火，心为火脏，烛照万物；心为阳
脏，而主阳气。《黄帝内经》 曰，心者
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心脏为五
脏六腑之大主、为生命之主宰。心脏
本体发病，则有跳、 怕、累、 乱、
慌、 闷 、阻、 痛 8 大症状。由于心
神不安而出现喜、怒、忧、思、悲、
恐、惊七情变化的心理疾病。

中医望诊对于早期诊断心脏病有
极 大 优 势 。 中 医 认 为 ， 心 与 小 肠 、
脉、面、舌等构成了心系统，而不单
单只是指心脏的脏器官。可以观察鼻
根部位，按面部全息来看，两眼之间

的山根部位对应着心脏。因此，如果
山根处有横纹，多意味着心脑血管有
问题，其病状多显示为有血脂高、动
脉硬化、冠心病的潜在可能。

除了面部两眼之间的山根处出现
横纹，中医通过望诊诊断心脏病还有
另外几个标准：1） 耳垂处发现冠脉沟
形状；2） 在手腕横纹处的神门穴与内
关穴周围见明显青筋或呈紫黑色；3）
张口舌下出现静脉发黑或发紫；4） 嘴
唇或指甲呈青紫色。同时配合脉诊，
诊脉出现脉率不齐，时有中止的结代
脉象。

传统中医治疗心脏病主要是用丹
参、三七等活血化瘀的方法。

心脑血管疾病的三疗并举：
1） 药疗 注意控制血脂、胆固

醇、 血压、 血糖在正常指标，通过
中医辩证心脏病的气郁、寒滞、血
瘀 、痰凝等釆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如
行气、温经、活血、化痰而达到治本
的目的，从而在根本上恢复心脑的生
机功能。

2） 动疗 动疗之动以有氧运动为
主，比如散步。散步能很好地把情绪
执著的心情通过外境的变化消散于无
形。不主张有心脑病者剧烈运动。

《黄帝内经》 中的千古名言：“恬
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
从来？”清静养神、乐观恬愉。调畅情
志，保持心情愉悦，怒喜思悲恐都不
可过度，这是中医养心的根本，也是
治疗当代人心理疾病的良方。

3） 食疗 食疗是让心脑血管健康
有序地进行新陈代谢，饮食应厚薄结
合：对厚味食品浅尝辄止、少食糖与
盐，勿过度饮酒，勿过食油腻、生
冷、煎炸、烧烤；薄味指饮食以清淡
为主，每顿饭七分饱即可。总之，饮
食应注意6个字，即低脂肪、高纤维。

调理心脏，一则调畅情志，保持心
情愉悦，因为生气郁积，会使心脑气滞
血瘀；二则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因为
熬夜过劳而易早衰；三则药食同疗，食
疗与药疗相互配合效果更佳。

心 脏 病 通 过 穴 位 的 针 灸 以 及 按

摩，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主要的穴位包括内关、膻中、心

俞。心，是人体的领导者，心的调控
功能衰退，生命就会出现失控；心主
管人体的血脉，心气虚则血脉运行无
力，身体得不到濡养就容易衰老；心
又主宰人体的精神活动，如果心神失
调，就会导致神衰，神衰又易引起形
衰。心缺少滋养，除了引发心脑血管
疾病外，还会过早地引发衰老。

心，掌控人的情绪，所以，心神
安则脏腑自调、百脉自畅、气血自
平，机体从无序失衡状态渐可归于平
衡，自然神清气爽，健康快乐。

癌症患者康复无缝对接创新整合

本报电（张 闻） 以“无缝整合，全程管理”为主题的第二届
中国癌症康复支持大会近日在江苏无锡召开。旨在推动癌症科普
宣教、规范诊疗、康复等多个领域的无缝对接和创新整合，加强
诊疗规范化管理，做好患者康复指导、重视疼痛管理与护理。

本次会议强调以患者为中心，聚焦患者康复过程中可能遭遇
的痛点与难点，提出解决之道，从而达到降低癌症导致的过早死
亡的目的。针对“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具体目标，
到2022和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不低于43.3%和46.6%。

与此同时，第二届爱携航魅丽倾“程”风采大赛揭晓，来自
辽宁的胡丹戴上桂冠，来自广东的董哲和河南的刘翎分获亚军和
季军，还有7位选手获得优秀奖。她们都是与肿瘤君生死搏斗的胜
利者，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精彩。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 《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 显示，中国 40-49岁骨质疏松症患者中，只有 0.9%
的患者知晓自己患病。在近日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健康生活方式大
会上，与会专家呼吁，应重视低骨量和骨质疏松症带来的危害。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表示，骨质疏松症也被称
为“沉默的杀手”，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公众的疾病知晓率亟待提高。

过低的患病知晓率容易导致患者错失早期防治机会，一旦发
展为中重度骨质疏松甚至发生脆性骨折，将严重影响个人生活质
量，同时给家庭照护带来沉重负担。

目前，骨质疏松症及脆性骨折正逐渐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
的一个挑战。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会长哈里布特指出，2010年
全球髋部骨折人数已达270万左右，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其中一
半的髋部骨折将发生在亚洲；此外，骨折高风险人群预计将从
2010年的1.58亿增至2040年的3.19亿。

忽视骨质疏松的防治，最直接和严重的危害就是骨折。在脆
性骨折中，髋部骨折危害性最大、致残致死率最高。其次，髋部
骨折还会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据国际骨质疏松
症基金会估计，2010 年中国髋部骨折的花费为 94.5 亿美元，到
2035年将增长到199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长到254亿美元。

哈里布特提醒，低骨量人群是潜在的高危骨质疏松症患者，由
骨量丢失引起的骨质疏松症已成为全球性的健康问题。许多人错
误地认为，随着年龄增加，骨量丢失和骨质疏松是自然现象，不是疾
病，也无需防治。这种认识误区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症极其不利。

专家呼吁，社会各界既要重视“三高”——高血压、高血糖和高
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防治，也要重视“一低”——低骨量和骨质疏松症
带来的危害，从而加强对骨质疏松症的管理，积极预防骨折发生。

超九成骨松患者
面临脆性骨折威胁

李 军

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诊疗
张 跃 张盟舸

“过敏性疾病”防治周赴基层展开

本报电（王 嘉） 由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尹佳教授率领的
专家医疗团近日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开展“2019年过敏
性疾病防治周”基层培训项目。活动将帮助当地医院尽快建立自
己的专业诊疗队伍，让民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过敏性疾病的规
范诊疗。

据介绍，乌兰察布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蒿花粉重灾
区，过半数市民受过敏性鼻炎困扰。专家医疗团开展的科普讲座
将规范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观念带到当地，吸引了近千名患者及家
属参加。该项目是由中国医师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发起、中美天津
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支持的系列基层科普培训项目。

图为获得藏舞冠军的胡丹正在表演。樱 子摄

刚放下电话就忘了是谁打来的；上街买东西，付
钱后将东西遗忘在柜台上；见到亲朋好友，常叫不出
名字……“真是老糊涂了！”这是老人常常自嘲的一
句话。很多做子女的也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老化
现象，不会特别在意。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王梦阳提醒，这很可能是“老年痴呆
症”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表现征兆。

阿尔茨海默病 （AD），俗称“老年痴呆症”，是
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临床表现为认知和记忆功能不断恶化，日常生活能力
进行性减退，并有各种神经精神症状和行为障碍。是
老年人比较常见的疾病。

资料显示，近年来阿茨海默症发病率呈明显上升
趋势，我国的发病率约为 5%，多发于 65 岁以上人
群。由于此病是与年龄密切相关的疾病，在 65 岁的
人群中约有 7%的人患病，而在 85岁以上人群中发病
率高达 25%，即平均每 4 个人就会有 1 个人患此病。
随着我国社会快速老龄化，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会越
来越高。预计到 2050 年，我国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数
将达3000万。

忘性大不要轻视

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主要表现是记忆力下降，尤
其容易忘记刚发生的事情，常被自己和他人认为“老
糊涂”。临床上也发现，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来就
诊时已经处于中度甚至重度痴呆期，陪同老人来看病
的儿女当时以为老人“反应迟钝、忘性大”是很正常
的事情，以致没有及时到医院诊治。而这个疾病一旦
发生，就会呈现不可逆的进展。

但其实，很多老年人的记忆力下降是病理状态
的，与我们平常说的“自然衰老”或者“健忘”最大
的区别是，旁人无论怎么提醒患者，也不能唤起其对
事情的回忆，甚至患者还会矢口否认。患者和家属在
发现上述症状时，应该马上到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记
忆门诊就诊，进行专业筛查，以便尽早确诊和治疗。

除记忆力下降外，情绪改变也可能是“报警”信
号。如果老人合并有情绪抑郁、不爱活动、懒言少语
等行为，一定不要轻视。出现性格固执、行为古怪，
猜疑、幻觉、妄想，甚至变得自私、小气、脾气暴
躁、容易冲动等精神行为异常，部分日常生活技能逐
步下降，也要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这时患者往往已
经处于中度痴呆期。

十大症状要当心

目前，社会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由于起病隐匿，发展缓慢，常无明显起病时间和起病
症状，早期极容易误认为“自然衰老”或“健忘”，
未引起患者和家属足够重视，没有及时发现与就诊，
进而延误了诊断与治疗，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极大的
精神和经济负担。

专家提醒，老人出现以下 10 大症状尤其特别要
当心——

1.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记忆力减退是老年痴呆
症早期最常见的症状。经常忘记近期得到的一些信
息，如约会、人名或电话，同时对上述所发生的一
切，事后没有印象。

2.不能完成熟悉的工作。难以胜任日常家务，而
这些家务通常不需要思考。例如，经常做饭的人现在
却不知如何做。

3.语言障碍。甚至连简单的词汇也不能表达。每
个人说话都会偶尔找不到合适的词，但老年痴呆症患
者经常忘记简单的词语或以不恰当的词语表达，结果
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字让人无法理解。

4.对时间和地点搞不清楚。忘记今天是什么日
期，即使在熟悉的街道也会迷路，分不清白天黑夜。

5.判断力受损。比如不分季节乱穿衣服，花钱没
有概念。

6.理解力下降。痴呆患者可能很难跟上他人交谈
时的思路。

7.将物品或钱物错放在不恰当的地方。如，把衣

服放进冰箱。
8.情绪或行为的改变。出现无缘无故的情绪涨

落，极不稳定，也有部分该病患者表现为情绪淡漠，
麻木不仁。

9.性格改变。糊涂、多疑、害怕、易激动、抑
郁、淡漠、焦虑或粗暴等。

10.兴趣丧失。对日常活动不感兴趣，能几个小
时地呆坐在电视机前或长时间地昏昏欲睡，对以前的
爱好也会兴趣减低。

早期干预很重要

目前世界上对于阿尔茨海默病仍缺乏可以根治的
治疗手段，但通过药物干预、体育锻炼、健康饮食等
方式可以预防并缓解病情。

当前临床上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主要有
两大类，一类是以盐酸多奈哌齐片为代表的胆碱脂酶
抑制剂；另一类是 NMDA 型谷氨酸受体拮抗剂。需
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药物治疗还达不到让患者记忆力
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这也导致部分家庭存在“治与不
治一个样”的错误认知。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通过早期药物治疗可以有效
控制症状，帮助患者改善认知功能，延缓疾病发展，
维持各项生活技能，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照料者的负
担。如果患者不及时接受或不坚持正确的诊疗，将无
法控制疾病的进展，病情发展到中重度时，生活不能
自理，常因褥疮、骨折、肺炎等并发症而死亡。

阿尔茨海默病的非药物治疗方法还可以通过包括
智力训练、精神调养、体育锻炼、健康饮食等方式来
预防缓解病情。

专家提醒，要重视早期预防，在发病初期对病人
进行干预治疗是治疗方案中最有效的措施。对于儿女
来说，在父母 50 岁以后去接受常规体检的时候，最
好再去医院神经内科或记忆门诊增加一个“记忆体
检”，针对记忆障碍进行评估，以便及早发现异常，
及早治疗干预。

肝纤维化早筛查、早治疗是临床医生和肝病专家
的共识，而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的无创检测也成为
临床广泛采用的无创诊断方式。为了帮助患者更好地
了解肝脏健康情况、帮助医生准确诊断病情，国内肝
纤维化无创诊断领军企业海斯凯尔近日发布其全球独
有 的 MigTE （Multichannel Imaging Guided Tran-
sient Elastograhy） 技术，并推出全新爱肝系列产品

iLivTouch。新的技术平台实现了重大技术跨越，能
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肝脏健康情况。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有近 4 亿人群受到各类肝脏
疾病的困扰，其中包括乙肝、丙肝、肝硬化、肝癌、非酒
精脂肪肝、酒精性肝病和药物性肝损伤的患者。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贾继东
表示：目前，我国肝脏疾病主要由病毒性肝炎和非酒精

性脂肪肝构成，但由于肝病的早期症状无特异性，往往
80%的就诊患者已是肝癌晚期，手术和药物治疗效果都
很难达到理想化。因此肝病的早期发现和诊断非常关
键。而肝纤维化是各种慢性肝脏疾病向肝硬化、肝癌
发展的共同病理过程，如果患者能在肝纤维化的早中
期发现，并做到及早干预和阻断，就可以避免肝脏疾病
的持续恶化。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的无创肝纤维化
检测技术在全球肝病防治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徐小元教授说，依
靠传统肝穿病理来评估纤维化的方法在实施中有很大
的局限性，而海斯凯尔提供的技术为临床医生提供了

“一只新的眼睛”，让他们可以更方便准确地作出肝硬
化和肝纤维化诊断，对中国肝病防治具有积极意义。

未来，随着 iLivTouch 产品的推广与应用，将更精
准地帮助患者实现肝脏健康管理，推进我国肝病的早
诊早治，并将创新技术应用在更多临床诊断场景中。

在近日举办的“践行健康中国行动，提升男性健康水平”专
家媒体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呼吁，相关部门应加快制定仿制药品
临床使用指南，为患者和医生提供可靠的治疗和用药参考。同
时，还应该完善现有的药物警戒制度，加强对仿制药临床使用监
测，保证临床治疗安全有效。

数据显示，中国18岁以上的男性大约有4.6亿人，性功能障碍
总发病率在 16%-20%，即有近 1 亿 ED 男性面临着如何选用治疗
ED 药物的问题。目前中国市场已有几款治疗男性 ED 药物，既包
括原研药，也包括仿制药。尽管原研西地那非效果不错，但仿制
药的价格优势，让部分患者难以抉择。据参会专家、美国哈佛大
学哈佛医学院梅森教授介绍，原研药疗效更明确，能够从长期的
临床经验中预估出疗效和疗程，进而也就能预估出可能产生的药
费。在他的研究中，经常得到临床医生的反馈，仿制药的起效状
况大多不如原研药稳定，尤其是碰到从原研药换到仿制药的患
者，往往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仿制药的疗效，有些患者不得已还需
要再换药，这其实也是用药成本。

据了解，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由多种因素引起，有器质性的，
有心因性的，也有因外伤、激素水平、微血管病变等疾病引起
的，要进行科学的治疗，首先需要明确的诊断。

肝病无创检测技术发布
葛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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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忘事频繁忘事、、词不达意词不达意、、性情大变……性情大变……

这些症状须重视这些症状须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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