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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的李建（化名）是一名初中
生，平时爱吃汉堡、炸鸡、薯条、饼干等
零食，体型较同龄人偏胖。近日，他因
头晕到市医院就诊，被确诊患有高血
压。“这不是老人才得的病么？”李建的
父母发出疑问。

“高血压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其中不乏低龄儿童患者。近年来，儿
童高血压患病率持续上升，却常常被
家长所忽略，知晓率、就诊率并不高。”
宁德市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黄丽
娟介绍说，肥胖已成为儿童患高血压
的主要原因之一，且肥胖儿童患高血
压的风险约是正常儿童的12.5倍。

与成人高血压病一样，儿童高血
压病也分为继发性和原发性，黄丽娟
医生介绍说，确诊患有高血压，应先进
行继发性病因的筛查，查找肾脏、心血
管、肾血管、内分泌等方面的疾病，如
常见的肾小球肾炎、嗜铬细胞瘤、动脉
狭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原发性醛固
酮增多症等都可能引发高血压。当这
些病因消除后，血压有望恢复正常值

（在儿童高血压的定义中，新生儿血压
<90/60mmHg，婴 幼 儿 血 压 <100/
60mmHg，学 龄 前 儿 童 血 压 <110/
70mmHg）。若排除继发性病因，为原
发性高血压则需根据医嘱长期服药。

高血压呈年轻化趋势 你不得不防
见习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陈灵滨 李枝端

5 月 17 日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
压被称为危害人类健康与生命的“无
声杀手”，已成为我国人群致死的主要
原因之一。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了解
到，近年来我市的高血压发病率居高
不下，年轻患者数量增长趋势明显。
医生提醒，知晓血压、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戒烟戒酒、保持心情舒畅可有效
防控高血压疾病。

32 岁的余琳（化名）在单位组织的
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高血压，她不抽
烟、不喝酒，身体也不胖，且没有不适症
状。病人很是不解，前往宁德市人民医
院心血管科就诊，经病因筛查，被告知可
能与其高血压家族史和工作压力等因素
有关。

“预防或控制高血压，‘知晓血压’是
重中之重。”宁德人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
任医师梅维德表示，青壮年高血压患者
逐年递增，有些患者并没有明显的身体

不适，不易察觉。高血压家族史、精神压
力大、肥胖、打鼾（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
等都可能引发高血压，定期监测血压，知
晓血压不容忽视。

“不同日三次以上诊室血压水平
收缩压≥140 毫米汞柱，舒张压≥90 毫
米汞柱，可确诊患有高血压。”梅维德
说道。

据介绍，除了常规的去医院或社区
诊室测量血压外，家庭血压监测在日常
护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的血压
有生物节律性，每个时间的数值都不同，
建议规范测量，即测量前休息 5 分钟，血
压计放置在心脏同水平上，连续测量 2
至 3 次血压取平均值，这样测量的血压
值才更为确切。

“高血压应该早发现早治疗”梅维德
医生表示，不少患者认为长期服用降压
药物存在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选择长
效药物、联合用药能减少药物副作用，积
极服药的益处远大于其副作用，且随着
医学水平的提高，降压药的副作用已越
来越小。“早发现早治疗”是目前专家们
的共识。

此外，想要有效防控高血压，还必须

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每日摄食盐
量控制在 6 克以内，多吃含钾丰富的食
物，如香蕉、桔子等，尽量避免进食高热
能、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三高”食物；面
对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学会减
压、释压，保持心情舒畅，过度紧张、焦

虑，可使血压急剧升高 30mmHg左右；适
量运动是控制体重、强健身体的重要方
式之一，根据身体状况、年龄选择合适的
运动方式，一般推荐每天至少运动 45 分
钟，每周坚持 5 次以上；提倡要戒烟、戒
酒，做到“烟酒不沾”。

“抗压”从改变生活开始

市医院面向高危人群开展脑卒中筛查和干预活动，专家提醒——

未病先防，远离脑卒中风险
见习记者 陈莉莉 龚键荣 通讯员 陈灵滨

脑卒中（又称“中风”）起病迅速、来势
凶猛，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
高复发率的特点，因此该病的救治被认为
是“生死时速”。虽然脑卒中危害极大，但
通过预防与提前干预，可有效降低患病风
险。5月16日，记者从2017年至2018年度
脑卒中筛查和干预项目承担单位——宁
德市医院获悉，该院正面向40岁以上的人
群开展脑卒中筛查活动。

我市本年度筛查6000人

脑卒中是一种以脑组织缺血及出血
性损伤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性脑血
管病，我国已成为脑卒中高发国家，且发
病人群有年轻化的趋势。

2011 年，国家卫计委脑卒中筛查与
防治工程委员会发起脑卒中筛查和干预
项目，主要研究和推广脑卒中高危人群
筛查和干预适宜技术，建立并完善防治
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努力降低脑卒中
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和死亡率。

2012 年开始，宁德市医院成为我市
唯一负责脑卒中筛查与干预项目基地医
院。截至目前，宁德市医院共干预筛查
市区及四个街道乡镇群众2万余人，建立
院内门诊及住院高危患者健康档案 2800
多人次。

记者获悉，2017 年至 2018 年度脑卒
中筛查和干预项目正在有序开展，本年
度我市筛查任务为 6000 人，其中蕉南街
道和漳湾镇筛查任务 4000 人，宁德市医
院住院筛查任务2000人。

“本次筛查要求对既往的筛查人群
进行跟踪随访，实现全覆盖。同时，所有
人群都要做静脉血检测，筛查项目更多
更细。”市医院党委副书记、神经外科主
任医师吴光辉说道。

高危人群应及早防治

据《2017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显
示，我国 40 岁以上人群现在患有和曾经
患有脑卒中人数为 1242 万，患者年轻化

趋势明显，病后存活人群中 70%留有不
同程度的残疾。

具体来说，哪些人群应该及早参与
脑卒中的筛查与干预？吴光辉表示，根
据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流
程，须依据以下8项危险因素进行风险评
估：高血压病史（≥140/90mmHg），或正
在服用降压药；房颤和心瓣膜病；吸烟；
血脂异常或未知；糖尿病；很少进行体育
运动；肥胖（BMI≥26kg/m2）；有脑卒中家
族史。具有3项或以上的危险因素，即为

脑卒中高危人群。
“脑卒中防治重在预防与提前干预。”

吴光辉建议，一方面，要长期有效控制血
管性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糖
尿病、心脏瓣膜病、心律紊乱（心房颤动）
等；另一方面，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包括
改变高胆固醇、高糖、高盐等不良饮食习
惯，戒掉烟酒，加强体育锻炼等。

据悉，2017 年至 2018 年度脑卒中筛
查和干预项目针对 40 岁以上人群，有意
参与筛查的市民可至市医院咨询。

本报讯（李雄 林玮）5 月 9 日上午，福鼎市卫计
局、计生协会联合妇幼保健院、桐山街道妇联、卫计
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在福鼎市桐山街道溪西
社区开展“感恩母亲，关爱女性生殖健康”主题活动。

“什么是健康？现代女性应该从几个方面关注
自己的生殖健康，怎么样有效地预防和自查乳腺与
宫颈疾病”……活动中，福鼎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
生从建立良好生活方式，掌握自我检查方法，养成定
期预防检查习惯等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引导大
家参加“两癌”筛查，防患于未然。

主办单位还组织专科医生为100多名35至55周
岁的母亲建立个人健康筛查档案，免费赠送330元妇
科体检和“两癌”筛查项目单，分发宣传资料300多份，
并提供多方面卫生计生、医保扶助政策及健康知识咨
询指导服务，现场学习、互动气氛活跃，宣教效果明显。

5 月 12 日至 13 日，2018 年福建省药膳比赛暨首
届茶膳大赛、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学术会议在三明市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医药协会代表、医院、药师团体、
企业、民间药膳餐饮组织共 200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及比赛。宁德市中医院荣获团体赛冠军和个人赛亚
军的好成绩（左图）。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药膳食疗养生越来越受到
大家的关注和青睐，本次赛事共吸引了全省 18 个参
赛团体和 63位个人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示了“寓养
于膳”的药膳、茶膳文化和制作技艺。宁德市中医院
委派陈武生、乐丰、林少珍 3 位同志参加此次会议及
比赛，精心准备了三道药膳作品《淮香落雪》《闽东畲
家续骨汤》《金汤玉米》及一道个人作品《灵芝玛瑙》

（陈武生）。这些作品不仅在功效上具有闽东地方特
色膳食及畲家膳食的精髓，还在外形上进行了精心设
计，做到功、色、味、香、形俱全，得到了评委的认可，在
142 道优秀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团体赛冠军
和个人赛亚军的好成绩。 □ 中医院宣

近日，屏南县长桥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正在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发放健康服务证。

“自今年 2 月开始，我们持续做好健康服务证发
放工作，确保每一位贫困群众都能得到应有的帮
扶。”长桥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游建斌说。

发放健康服务证是屏南县健康扶贫一项惠民举
措。今年来，屏南县建立健康扶贫绿色通道，对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面发放“健康服务证”。持健康服务
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该县医疗机构就诊时可享
受：“一免四减半”政策，即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村卫生所就诊免收一般诊疗费（个人自
费部分），住院血尿粪“三大常规”、“X”光胸片检查、
床位费和护理费减半。

同时，屏南县实施“三先一后”便民政策，即医
疗机构对持有“健康服务证”的患者优先诊疗、优先
安排转诊，实施“一站式”结算，对急诊和住院病人施
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并实施中医药特色帮扶，
即对中医药饮片、中医康复特色诊疗的自费部分给
予下浮5%的优惠，开展中医特色诊疗定点服务。

近年来，屏南县注重精准施策，积极开展医疗帮
扶，助推健康扶贫事业，实施《屏南县贫困人口大病
专项救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13 种大病救治定点
医院，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大病进行专项救治；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 2017 年精准识别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省定扶贫标准以下的低保对象纳入签
约范围；贯彻落实《福建省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方
案》，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构建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健康
扶贫补充保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重病兜
底医疗保障救助制度等等。

2017 年，全县新农合大病补偿补助金额 554 万
元；民政救助一站式救助金额 357万元；重病兜底对
象55人，救助金额50万元。 □ 本报记者

福 鼎 市 开 展“ 感 恩 母 亲 ，
关爱女性生殖健康”主题活动

屏南县：

精准医疗帮扶 助推健康扶贫

种植牙大体上由种植体、基台、固位部件组成。
无论是单牙缺失，还是多牙缺失及全口牙缺失，只要
条件允许均可以做种植牙。种植牙受到了缺牙人士
的青睐，而这归功于它的优势：

舒适美观：种植牙不需要借助基托与卡环等结
构来固位，外观和功能上完全与真牙一样，成功的种
植牙口腔内无异物感，有利于保持口腔卫生，舒适美
观，使你忘掉假牙的存在。

保护邻牙：种植牙在缺失牙的牙槽骨内植入人
工牙根，并在人工牙根上安装上烤瓷牙冠，有自己独
立的牙根固位，不需要依附邻牙来固位，对健康的邻
牙不仅没有任何伤害，还可以防止由于缺牙导致邻
牙的移位或牙齿松动。

适应症范围更广：随着种植牙技术的不断发展，
种植牙的适应症不断拓宽，几乎任何缺失牙都可种
植修复。即使在全口均无牙齿的情况下，仍然可以
通过人工牙根的植入让全口牙缺失的患者获得固定
义齿修复的机会。

稳固牢靠：种植牙和真牙一样包括牙根和牙冠
两个部分，种植体（即人工牙根）用生物相容性很好
的纯钛制作而成，加上植体表面消毒处理技术的提
高，与牙槽骨通过骨结合连接在一起，十分坚固。

保护牙槽骨：种植牙对整个牙槽骨起到很好的
保护作用，种植牙的人工牙根深植于牙槽骨中，因此
能有效防止牙槽骨萎缩和牙槽骨吸收。

原理科学：天然牙将口腔内的咀嚼压力通过牙
根传递至牙槽骨，而种植牙将咀嚼压力通过人工牙根

（种植体）传递至牙槽骨，生物力学原理相同，故能承
受强大的力量，咀嚼效率较传统假牙有大幅度提高。

5月 27日省口腔种植名家林毅教授莅临宁德康
美诺口腔医院，市民朋友可拨打 0593—8998111 提
前预约与专家面对面咨询。

选择做种植牙的六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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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院在福建省药膳比赛暨首届茶膳大赛中荣获好成绩

脑卒中的主要症状包括肢体无力
或麻木、口角歪斜、意识不清、复视、听
力下降、记忆下降、言语不利或构音障
碍、行走不稳、眩晕呕吐。

如果发现家人突然出现脑卒中

症状，应避免搬动、摇晃患者身体，应
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腔浊
物，同时拨打 120 求助，有条件的最
好现场测量血压和脉搏，以供急救人
员参考。

脑卒中的主要症状与急救处理

高血压“盯”上青壮年

防治窗口“下移”至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