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然口角歪斜 是脑卒中来袭

脑卒中是一种由于脑部缺血造成脑细胞死亡的脑组织损伤，发病时患者通常意识丧失或抽搐，一
边的身体失去知觉，讲话含糊不清，无法抬起双臂，眩晕呕吐等。脑卒中可能造成例如永久性神经损
伤、尿失禁、肺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其中出血性中风患者30天后死亡率高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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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学成 廖东院） 春季是各类
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
健康权益，3 月初以来，市卫生计生监督所
联合东侨教育局开展了东侨辖区学校及托
幼机构的传染病防控与饮用水卫生安全专
项检查工作。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通过对各学校教室的
采光、照度、学生宿舍等教学环境卫生状况，
学校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病因追查登记记录
情况制度落实情况、饮用水卫生安全及定期
消毒抽检情况，学生餐具及楼梯扶手等消毒
效果及记录情况，健康卫生教育和染病患者
及时报告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对发现个别
学校存在晨检制度及传染病防控制度不落
实、消毒记录不全、二次供水设施未定期清洗
消毒与水质未送检等情况，卫生执法监督人
员当场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相关
单位立即整改到位。

截至日前，该所共检查各类学校及托幼机
构 40 家，制作并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39
份。下阶段，该所将对相关单位存在问题整
改情况进行跟踪落实。

警 惕 脑 卒 中 风 险
今年脑卒中筛查已启动 4000人可享受福利

本报记者 张颖珍 通讯员 陈丽芳

一年养生在于“春”
专家建议市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顺应季节变化，以唤醒身体活力

本报记者 龚键荣

42岁的老陈（化名）没曾想过，自己
有一天会突然“脑中风”，像电视里演的
偏瘫老人一样，手脚麻木，歪嘴说不出
话。好在家人及时发现，将他送至宁德
市医院脑卒中中心，抢救及时，取出血栓
后两天，老陈症状明显改善，四肢肌力恢
复正常。

据家属描述，老陈当天上午吃饭后
突然发现左侧手脚有点麻木，不太灵活，
当时没有在意，以为很快会好起来，但是
症状逐渐加重，出现左侧偏瘫，而且嘴巴
也歪了，言语还有点含糊。家人马上反
应过来老陈可能是“脑中风”了，急诊送
到当地医院，检查脑 CT 排除脑出血，诊
断为急性脑梗死，由于当地医院未开展
溶栓取栓技术，随后通过 120 转诊至宁
德市医院。

老陈在救护车上时，当地医院医生
已经将他的病情通过脑卒中微信联络群
发到群里，让接收医生提前了解病情，所

以老陈到院后，第一时间走绿色通道，进
行一站式检查。同时，卒中医生团队也
快速判断老陈的病情：从发病到来医院
已经6小时有余，超过溶栓的4.5小时时
间窗，如果不能尽快开通血管，多数患者
症状会进行性加重，遗留重度瘫痪，严重
者出现昏迷、死亡。

时间就是生命，手术医生、导管室护
士、麻醉医师全部上阵……手术后，老陈
的血栓顺利取出，术后 2 天四肢肌力已
恢复正常。

“脑卒中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市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沈建城介绍，
典型的脑卒中临床表现即为偏瘫、失语、
口角歪斜，一旦有脑卒中的表现，必须及
时就医。“有些患者认为症状比较轻，在
家里观察，结果等病情严重的时候来医
院，已经错过了时间窗，没办法进行溶栓
取栓治疗，血流不能再通，肯定会留下比
较明显后遗症。”沈建城说道。

记者从宁德市医院了解到，作为卫
生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基地医
院，该院牵头的 2018 年-2019 年脑卒中

筛查与干预项目已经启动。该项目选点
在蕉城区霍童中心卫生院和九都卫生
院，筛查对象为 40 岁及以上的常住人

目前，宁德市医院已开设了脑卒
中绿色救治通道，制定了脑卒中绿色
通道救治流程；并在急诊科急救门诊
设立专门的卒中绿色通道救治室；为
方便检验科能尽快出具卒中患者检验
报告，专门制作了卒中患者专用凝血、
生化及血常规专用抽血管；刻制专门
的卒中绿色通道专用章，加盖到 CT、
MR、化验等检查单上，以便能优先检
查优先出具报告。

据了解，脑卒中中心的医务人员全

天候待命，一旦接到“120”通知有脑卒
中病人，所有相关科室立即行动，开辟
绿色救治通道，全力缩短患者院内救治
时间，以便让患者在黄金“时间窗”内得
到溶栓治疗，极大提高卒中患者的救治
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

“未来，宁德市医院脑卒中中心将
申请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加强院内卒
中多学科协作团队建设，完善卒中绿
色通道流程并建立卒中地图。”宁德
市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光辉说。

口，筛查时间为今年 3 月至 5 月，将有
4000人享受此次福利。

根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 2018》
介绍，1994 年至 2013 年，中国男性脑卒
中人口标化死亡率年下降率为2.7%，女
性下降 4.1%。但脑卒中仍为我国成年
人致死和致残的首位原因，且随着社会
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居民不健康
生活方式流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普遍
暴露，我国脑卒中疾病负担有爆发式增
长的态势，并呈现出低收入群体快速增
长、性别和地域差异明显以及年轻化趋
势。目前，我国40岁至74岁居民首次脑
卒 中 标 化 发 病 率 平 均 每 年 增 长
8.3%。≥40 岁居民脑卒中标化患病率

由 2012 年 的 1.89% 上 升 至 2016 年 的
2.19%，推算≥ 40 岁居民脑卒中现患人
数1242万，每年196万人因脑卒中死亡。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3 年，宁德已
经首次启动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
项目，每年对市区的常住人口进行筛
查。至今，医院对社区人群建立健康筛
查档案 11588 人，干预筛查 21440 人次，
建立院内门诊及住院高危患者健康档案
2865 人次。作为国家脑防委指定筛查
基地医院，宁德市医院是目前闽东地区
唯一一家脑卒中筛查与干预筛查基地医
院，这里的医生一次又一次与死神赛跑，
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个又一个脑卒中
高危患者。

40岁以上常驻人口 有机会享受免费筛查

脑卒中绿色通道 与死神赛跑

春天来临，许多市民外出赏花踏青。专家提醒，过敏体质的朋友需要注意柳絮、花粉等引发的过敏反应，及时做好
防护。 王志凌 摄

传统中医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
藏”，人与四季是相应的，因此阳气在经历
了冬天的贮藏后，到了春天便要生发。

“由于春天转暖后，阳气生发，易使肝
旺，此季节应以养肝护肝为主。”宁德人民医
院康复医学科负责人张寿云医师说，春天
多食酸性食物会使肝火更旺，压抑脾胃，影
响消化吸收，建议多吃味甘性平的食物，如
大枣、枸杞、百合等，少吃羊肉、海鲜等酸性、
发性、辛辣食物，同时适当饮水，补充水分。

张寿云认为，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
有重要作用，因此春季养肝还要注意调节
情志，保持每日心情舒畅，不要过度约束和
压抑自己。

春 分

过后，万物呈现欣欣

向荣的景象，正是踏青出游

的好时机。医学专家认为，春

天是人们养生保健的“黄金时

期”，然而此季节乍暖还寒、昼夜

温差大、各种病菌活跃，市民需

要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顺应

季节变化，以唤醒身

体活力。

近几日，我市天气犹如过山车一般，白天最高气温
冲高至约 30 摄氏度，夜间气温低至 10 摄氏度左右。
在冷热交替的气温变化中，一些人不讲究“春捂”，过早
将厚衣服收起来，换上轻便的春装出行，容易因机体不
适应气温变化而引发感冒、关节炎等疾病。

“宁德3月的天气夜晚温差大，建议市民还是要适
度保暖，选择便于穿脱的衣服，每天根据天气变化及时
增减衣服。”张寿云说，抵抗力较弱的老人、婴幼儿、孕
妇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注意“春捂”。

不过，春捂也要有度，比如儿童好动，在奔跑玩
耍中容易出汗，如果捂得太严实会加剧出汗，此时
被风一吹容易受凉感冒。张寿云指出，春捂以身体
感觉温暖但不出汗为宜，重点做好头颈、关节、腹部
的保暖工作。

春意正浓，到处花意盎然，不少市民选择到郊外踏青，放松
身心。不过，春天是柳絮纷飞、花粉飞舞的时节，易过敏人群要
当心美好春色带来的健康威胁。

据了解，由柳絮、花粉等引起的过敏反应是一种常见病，花
粉颗粒在传播过程中携带的抗原决定簇是引起人体过敏的主要
原因，花粉过敏典型的临床症状如打喷嚏，清水样鼻涕，鼻、眼、
耳、上腭发痒，可伴有呼吸困难或荨麻疹、湿疹。

宁德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桂建议，有过敏史的人
群在春季应减少前去花草树木茂盛的山野郊外，出游时尽量着
长袖、长裤，必要时可戴上口罩，避免与花草直接接触。

“游玩过程中，如果出现皮肤瘙痒、气喘等不适症状，这就说
明你身处致敏环境，务必尽早离开，及时向专业医生寻求帮助。”
李丽桂说，如果踏青过程中未发生过敏反应，一般也要及时换下
外衣，洗净脸部、手部，切断过敏源。

“长风卷帘春意懒”，到了春天，不少人
感觉困意总是相伴左右，白天尤觉困倦思
睡，这是季节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生理变化
的一种反应。

张寿云解释，随着气温升高，人体的毛
孔、汗腺、血管开始舒张，体表血液循环旺
盛，供给大脑的血液相对减少，于是就出现
了“春困”现象。

为了减少春困、春燥对工作、生活带来
的影响，张寿云建议市民在作息上进行一
些调节：保证夜间有充足的睡眠，入睡比冬
天迟一些，晨起则早一些；午休1小时以内
为宜。

“适当增加运动量，也有助于克服春
困。”张寿云说，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
运动项目，如爬山、散步、健身操等，使筋骨像
花草树木一样得到舒展。不过，在锻炼过程
中应注意保暖，等身体微热后再逐渐减衣。

春季养肝

少吃酸食调节情志

春困来袭

调整作息适度运动

春捂有度

身体温暖但不出汗

春色正好

易过敏人群避开花草

市卫生监督所

开 展 春 季 学 校 饮 用 水 及
传染病防控卫生安全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郑雨桐）3 月 14 日，国家级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在市社会
福利中心启动。这是宁德市首个国家级养老服
务标准化试点项目。

2018 年，市社会福利中心被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列入第五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中心建立健全养老标准
体系，制定高质量的服务标准，涵盖老年人
个人生活照料、日常护理、精神支持、协助医
疗护理等服务领域，完善不同护理等级的服
务内容和服务要求，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市
社会福利中心争取在两年内，使各项服务质
量符合标准要求，提高住民满意度，打造成
为宁德乃至全省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养老服务
标杆品牌。

我市首个国家级养老服务
标准化试点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洋）3 月 30 日，市中医院
将举行消化道癌早诊早治论坛暨宁德市消化内
镜质控培训班。届时，国内知名消化内镜学专
家何利平教授等专家将莅临市中医院进行指导
并开展诊疗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中，众多专家将对市中
医院的诊疗工作进行指导，传播消化新理
论，推广消化内镜新技术，协助该院脾胃病
科重点专科消化内镜室建设，并开展疑难消
化道疾病内镜精细检查，对消化道疾病进行
内镜下的精准超微创手术。专家门诊地点
为：市中医院门诊 1 楼脾胃病科和门诊 4 楼
胃镜室。有需要的市民可在 3 月 30 日之前到
中医院进行预约。

国内知名消化内镜学专家
将至市中医院指导诊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