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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卒中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导
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也是导致残疾的第三大原因。中国是
世界上卒中负担最沉重的国家之一，约占全世界卒中死亡率
的 1/3。10 月 29 日是世界卒中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预防
为主，远离卒中”。中国卒中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天坛医院
常务副院长王拥军近日表示，要提高公众对卒中的认知水
平，必须先从高危因素入手，预防卒中已经迫在眉睫。世界
卒中日设立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最大限度地提升人们的卒中
预防意识，提高公众对卒中迹象的认知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从而实现预防卒中的目标。

卒中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
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
组疾病，通常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两大类。

卒中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但

也是可防可治的。早期积极控制卒中危险因素及规范化开展
卒中治疗，可有效降低卒中的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及死
亡率，改善卒中的预后。

2013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东亚人群位列前 5 的卒
中危险因素分别为高收缩压、低水果饮食、高钠饮食、吸烟
和空气污染。专家强调，卒中发病率、死亡率的上升与血压
升高关系密切，血压越高，卒中风险越高，高血压患者应注意血
压管理，同时避免情绪的大幅度波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合理
膳食，减少富含油脂和高糖食物的摄入等，克服吸烟、过量饮酒
等不良生活习惯。定期体检，发现问题早诊早治。

此外，卒中诊疗水平也尤为重要。通过对基层医生进行
卒中规范诊疗培训，对公众进行卒中预防宣传、教育、帮
扶，可提高卒中患者的救治率和生存率，有效降低卒中患者
的死亡风险，从而改善中国卒中治疗现状。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
人群已超过3亿，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正遭受着二
手烟的伤害。10月2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
男性健康日”，也是中国第20个“男性健康日”。为降
低吸烟对男性健康的危害，减少二手烟对不吸烟者的
伤害，由中国少年报、中国控烟协会、中国疾控中心
慢病中心以及中国性学会联合主办的“关爱男性健
康，劝导爸爸戒烟”主题征文评选揭晓。专家从不同
角度强调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二手烟危害不亚于一手烟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发布的 《儿童呼吸健康科普
白皮书》显示，14岁以下儿童发病率最高的是呼吸系
统疾病，占比达51.87%。导致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室
内环境问题主要有 3 个因素，第一是二手烟，占比
38.30%；第二是 3 年内家里有过装修，占比 30.11%；
第三是烹调油烟，占比23.50%。不难看出，二手烟已
成为影响儿童呼吸健康的“头号杀手”。

“二手烟的危害绝不亚于一手烟。”著名控烟专
家、中国控烟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许桂华研究员说，研
究证实，烟草燃烧过程中许多化合物在二手烟中的释
放率比一手烟还高，如一氧化碳，二手烟是一手烟的
5 倍，焦油和烟碱是 3 倍，氨是 46 倍，亚硝胺 （强烈
致癌物） 是50倍。

许桂华强调，父母任何一人吸烟，儿童患上呼吸
道疾病、下呼吸道疾病和喘息性疾病的风险，均高于
父母不吸烟的儿童，且儿童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次数随
着他们吸入二手烟的增加而增加。

男性吸烟对自身危害更大

“男性是吸烟的主流人群，吸烟除了对孩子健康造

成不利影响，对男性自身的危害更为严重，肺癌、慢
阻肺、心脏病、糖尿病、脑卒中等都与吸烟有重要关
系。”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主任吴静教授解释说，吸
烟会引起肺癌已成为公众的普遍认知，而对于吸烟与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的关系，公众的
认知度相对较低。

国内一项对 21563 名居民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在吸烟人群中，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患病率分别
为 32.56%、3.04%和 0.25%，不吸烟人群心血管疾病患
病率明显低于吸烟人群，女性人群中尤其明显。

吴静在报告中介绍，国外有研究显示，烟草中的
尼古丁使交感神经兴奋、儿茶酚胺释放增加，致使血
压升高、心率增快，长时间的应力增加导致血管壁肥
厚、弹性下降。吸 1 支烟可使收缩压短暂升高 10～
30mmHg，重度吸烟可引起血压持续升高。也有研究
显示，长期吸烟可使脂肪组织氧化增多，血浆游离脂
肪酸水平升高，从而发生中心脂肪堆积形成腹型肥
胖，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发生，进而引发糖尿病。

另外，烟草中与冠心病有关的主要是尼古丁和一
氧化碳，发生冠心病危险及死亡与每天的吸烟数有直
接相关。研究显示，每天吸烟1支至4支的人，患心肌
梗死的相对危险度是不吸烟者的 1.4 倍，每天吸烟 15
支至24支者则为3.4倍，每天吸烟在25支至34支则为
5 倍，每天吸烟超过 35 支则增至 7 倍。可见吸烟与慢
性病的发生有直接相关性。

除上述疾病，吸烟对男性最直接的伤害还有引起
男性ED、男性不育和男性雄性激素减退等，这些也已
得到了诸多证实。据中国性学会会长、中国控烟协会
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专家姜辉教授介
绍，吸烟导致男性 ED 已是公认的事实，在英国、加
拿大、巴西及中国香港等地，市场上售卖的卷烟烟盒
上已经标识“吸烟可导致男性阳痿”并加有相关图
片，这样的标识在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上有很
好的帮助。

去年中国性学会联合中国控烟协会等单位发布的
《中国吸烟男性生育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受调查者中
有32.34%的吸烟男性精液异常，比不吸烟男性的异常
率要高出一倍多，且吸烟男性夫妇怀孕后，胎停孕、
流产的概率比不吸烟男性高出近八成。“所以，吸烟无
论对已育男性还是准备生育的男性，都会造成健康伤
害。我在门诊中遇到有生育异常的吸烟男性，首先就
会让他们戒烟，自主戒不了的就应该去看戒烟门诊，
借助戒烟药物戒烟。”姜辉说。

劝爸爸戒烟是很好的控烟行动

吸烟有害健康，无论是一手烟、二手烟还是三手
烟，都会危害身体健康，尤其对青少年健康造成严重
的危害，“我劝爸爸戒烟”的征文活动，收到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2000余份作品。在作品中，有的孩子讲述了
自己与爸爸斗智斗勇的戒烟趣闻；有的描绘爸爸戒烟
后的美好生活。孩子们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
过制定计划表，帮爸爸增加意志力；陪爸爸求助医
生，使用戒烟药和戒烟糖；帮助爸爸找到其他兴趣爱
好，打败烟瘾……当然也有一些家庭正在努力中。通
过这项征文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作为健康使者，向更
多的人传递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以孩子影响家庭，
让更多的青少年，更多的家庭免受烟草侵害，享受更
加健康美好的幸福生活。

“爸爸的吸烟行为，对子女的示范效应最为直
接。”许桂华强调，现在随着电子烟的流行，青少年吸
烟人群出现了快速增长势头，也给控烟带来新的挑
战。青少年身体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对烟草伤害的抵
抗力较差，所以青少年吸烟比成年人吸烟的危害更
大。因此，吸烟的爸爸们应该尽早行动起来，戒掉烟
草，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姜辉表示，在孩子们的劝导下，会有更多的男性
戒掉吸烟的习惯，享受健康生活。

《黄帝内经》 上说：“丈夫八岁，肾气实，发
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
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
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
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
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
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阐述了男性少、
长、壮、老的生命发展自然规律，指出了男人之所
以生长、发育、繁殖和衰老，主要取决于肾气。

很多人认为只有女性才有更年期，其实男性也
有更年期。每个人都会经历从生殖旺盛期到生殖衰
退期的过程。一般男性到了50岁以后，雄性激素的
机能逐渐衰退，特别是睾固酮的分泌减少，这种因
为体内荷尔蒙分泌的变化所产生的身心障碍，就是
所谓的“男性更年期”。2012年，用“迟发的性腺功能
减退”来命名“男性更年期综合征”已经得到医学界
的认可。

男性进入更年期后，也会和女性一样，在精神
症状和身体特征两方面发生一系列改变。从精神症
状方面而言，性情发生变化，情绪波动较大，常常
喜怒无常。同时，精神也会比以前更加紧张，容易
捕风捉影、胡思乱想、神经敏感、对身边的人缺乏
信任感。从身体特征方面而言，主要表现为植物神
经功能紊乱。不少人会出现心血管系统的症状，如
心悸怔忡、心前区不适、早搏、血压波动、头晕耳
鸣、潮热、出汗等症状。此外，也有一些人会出现
如食欲不振、腹脘胀闷、大便时秘时泄等胃肠道功
能紊乱的症状。另外，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还会表现
为神经衰弱，如失眠、少寐多梦、易惊醒、近期记
忆力减退、健忘、反应迟钝等症状。男性性功能障
碍也是十分常见的症状。也会产生一系列下尿路症
状，比如尿频、尿急、尿失禁等。此外，体态也会
发生一定的改变，全身肌肉开始松弛，皮下脂肪比
起以前更加丰富，身体变胖等。

传统中医对处于更年期的男性具有很好的调理
效果。中医将男性更年期症状大致分为三型：一是
肾阳虚型。患者常见面色苍白，精神萎靡，畏寒嗜
卧，腰酸腿软，性欲减退，阳痿早泄，阴冷囊缩，
尿频遗尿，小便清长，大便稀溏，舌淡苔白，脉象
沉迟。治宜温补肾阳，予右归丸加减。方中以附
子、肉桂、鹿角胶温助肾阳，熟地黄、山药、枸杞
子、菟丝子滋肾养阴，取“阴中求阳之意”。山茱
萸、杜仲补肝肾，强腰膝。当归养血补虚。诸药合

用，温肾助阳，益精补血，收温补肾阳之效。阳痿
者可加淫洋藿、巴戟天、仙茅。早泄加金樱子、五
味子、芡实、煅龙骨。尿频、遗尿者可加桑螵蛸、
益智仁、芡实。阴冷腹痛加乌药、小茴香。便溏者
可加肉豆蔻、补骨脂。

二是肾阴虚型。患者常见形体消瘦，面红颧
赤，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头晕耳鸣，失眠多梦，
腰膝酸软，遗精早泄，口干便燥，夜尿黄，舌红少
苔，脉象细数。治宜滋阴降火，清退虚热。予知柏
地黄汤加减。本方在滋补肾阴方剂六味地黄汤的基
础上，加用清退虚热的知母、黄柏，故有滋补肾
阴，清退虚热之效。烦热者可加麦门冬、莲子心。
盗汗加地骨皮、五味子。失眠者可加酸枣仁，柏子
仁。腰痛者可加杜仲、续断。遗精加金樱子、芡实。

三是心肾不交型。患者常见心烦不寐，心悸怔
忡，健忘多梦，五心烦热，腰膝酸软，遗精早泄，
自汗盗汗，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舌红尖赤，舌苔
薄黄，脉象细数。治宜滋肾养心，交通心肾。予天
王补心丹合交泰丸。方中黄连清心，清退上炎之心
火。肉桂引火归元，引上亢之虚火下归于肾。生地
黄、天门冬、玄参、五味子滋养肾阴。酸枣仁、柏
子仁、远志、五味子、茯苓、麦门冬养心阴、安心
神。党参、当归补益气血，丹参凉血清心。共收滋
肾养心，水火既济，心肾交通之功。遗精早泄者可加
金樱子、芡实、益智仁。自汗盗汗者可加煅龙骨、煅
牡蛎、麻黄根。心悸怔忡者可加磁石、珍珠母。

据传黄帝曾问，掌握养生之道的人，年龄能活
到百岁左右，还能生育子女吗？岐伯答道，那些能
够掌握养生之道的人，因为能够防止衰老而保全形
体。因此，面临男性更年期时要加强运动锻炼、保
证充足的睡眠，改变不良生活嗜好，同时要排解各
种压力，保持乐观平和的心境。如果能这样做，更
年期就会安然度过。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三十六计”没管用
深圳市前海小学五年级 陈浩

我的爸爸是一位资深烟民。从我记事起就见到他每天不
停地抽，戒烟对他来说得有多难！可是为了爸爸的健康，我
和妈妈还是决定帮他戒烟，我们跟爸爸“斗智斗勇”，这不，
连孙子兵法都用上了。

一天早上，我刚睡醒，就看见对面房间里一个人点燃了
香烟正吞云吐雾，他昨天刚刚答应我和妈妈要戒烟，于是赶
紧找妈妈汇报此事，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使用第一计——瞒
天过海。由我先上阵，到爸爸房间撒娇，让他陪我写字，下
棋，看电视，以期他忘记抽烟这回事，可惜，我们低估了香
烟的威力，爸爸虽然一直陪着我，但却也烟不离手。第一回
合失败。

接着我们使出第二计——调虎离山，我和妈妈一致要求
让爸爸开车带我们出去游玩，这样他就没空抽烟了，谁知爸
爸还有一手边开车边抽烟的本领，这招也不管用。

之后又用了釜底抽薪，也不灵……
爸爸的烟龄太长，靠意志力戒烟看来是行不通了，最终

我和妈妈决定还是劝爸爸去医院的戒烟门诊，去科学合理性
地戒烟，早日戒烟对健康有好处，因为我爱我的老爸！

劝爸爸戒烟

浙江省长兴县第一小学三年级 章艺衡

戒烟公益广告说，常吸烟易得肺癌。想到老烟民爸爸，劝
爸爸戒烟，我又不敢，只好偷偷藏烟。

周末，爸爸坐立不安，吸鼻摸嘴，烟瘾犯了。我打开一段最
可怕的吸烟危害视频给爸爸看。看到吸烟多年后的黑肺时，爸
爸皱着眉头，捂着胸口。看来，这招儿管用！我暗暗高兴！看
完了，爸爸抹了一把额头的汗，一手摸上衣口袋，一手掏裤兜：

“吓死我了，抽根烟压压惊！”“你说什么？”妈妈哭笑不得。我赶
紧抓住爸爸的手，撅嘴望着他。爸爸做了个鬼脸，“逗你们玩
呢！不信，翻我口袋。”我这才松了口气。

从那以后，一见爸爸吸鼻摸嘴，我赶紧把零食往他嘴里
塞。爸爸生日，我用压岁钱给他买了戒烟药。“不戒掉烟，对
不住我儿子啊！”爸爸一把把我高高举起。“儿子，真有你
的！”妈妈朝我竖起大拇指！我得意地笑了。

男性也有更年期
王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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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蕊 识别卒中从高危因素入手

贾 岩

识别卒中从高危因素入手
贾 岩

关爱男性健康从戒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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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李占平） 由全
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主
办的首届全国医护产业大会
近日在北京召开。旨在更好
地发挥医护产业分会的作
用，更有效地将各地与医
疗、护理、养老、康复相关
的产业企业进行整合，解决
目前健康医疗产业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开辟供需双方的
信息通道，推动全国医护产
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由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中国癌症基金会主办的
第21届北京希望马拉松——为癌症
患者及癌症防治研究募捐义跑日前
在北京举行。本届希望马拉松的主
题是“健康中国你我助力”,倡导科学
的防癌抗癌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据介绍，北京希望马拉松自创
办以来，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
断增强，募捐款项多用于帮助生活
困难的癌症患者，支持癌症防治研
究。该活动已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
抗癌公益活动之一。

图为活动现场。
喻京英摄

北京希望马拉松鸣枪起跑

图为小学生的绘画作品。 珏 晓摄图为小学生的绘画作品。 珏 晓摄

“关爱男性健康，劝导爸爸戒烟”主题征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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