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卒中（俗称：脑中风）是指急性脑血

管病，是由各种血管性病因（包括出血和

缺血）引起的急性或局灶性脑功能障碍，

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通常指包括脑出

血、脑梗死、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在内的一

组疾病。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

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及经济负担重的

特点。

2004-2005 年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

调查，脑血管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第一位

的致死病因。根据近年在全国开展的大

样本流行病调查研究估算，我国脑卒中后

存活患者在 1000万以上，其中 65岁以下

首次发生卒中的比例占到近50%，尤其是

45-64岁的中青年人，从性别来看男性比

例高于女性。在幸存者中约四分之三的

人留有不同程度的偏瘫等后遗症，部分病

人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我国脑卒

中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疾病不仅给患者

带来痛苦，同时也给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

带来巨大的负担。

脑卒中的致病危险因素主要包括高

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房颤、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 （酗酒、吸烟、睡眠不

足、缺乏运动等）等。另外，心源性脑

梗死、偏头痛、口服避孕药、脑动脉

炎、遗传性脑血管病也是脑卒中的危险

因素。防控措施应主要针对高血压、糖

尿病、血脂异常、房颤、不健康生活方

式等进行积极干预。其中纠正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积极治疗、控制危险因素是

远离脑卒中的关键。中年

人卒中防控的难点在于

尽管有的中年人存在

饮食不科学和生活

不规律的现状，

但多数人认为

从中年开始

预 防 为 时

过 早 ，

从而忽视了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另有人

虽然知晓心脑血管疾病

的防控要点，但是由

于了解的不够全

面，或者从

非 正 规 渠

道获得信

息 ， 因

此 没 能

科学的

进

行健康管理。事实上，人到中年这个时

期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形成的时期，广

大中年人应及时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达

到“有病治疗，无病预防”的效果。

具体防控措施包括：积极治疗

控制高血压，做到定期测量血压并

记录；加强对糖尿病、心脏病、血液

系统疾病的治疗；加强体育锻炼，

选择适合自身的运动强度；合理饮

食，适量摄入动物蛋白质，如瘦肉、

鱼类、禽类等；降低食盐摄入量，每天

控制在 6 克以内；增加新鲜蔬菜水果，

以提高钾摄入量；提倡戒烟限酒，

控制体重，杜绝不良生活方

式。中青年人只要注意避

免以上不良因素，就

可有效预防脑卒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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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血压日
知晓您的血压

高血压的分类

高血压病是指在静息状态下血压升

高而导致的综合病征。在未服用抗高血

压 药 物 情 况 下 ，收 缩 压 大 于 等 于

140mmHg，或舒张压大于等于 90mmHg
者为高血压。一次血压增高尚不能确诊

为高血压，须在不同日测量三次以上血

压，如果有两次以上发现血压高于正常标

准，才可诊断为高血压。

高血压分为原发性及继发性两大

类。在绝大多数患者中，高血压的病因不

明，称之为原发性高血压，约占高血压患

者的95%以上；继发性高血压是由于某些

疾病而导致的血压升高，本身具有明确而

独立的病因，如果病因控制了，血压也会

随之下降。

有效控制高血压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之一，就是人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血压已

升高。

高血压的症状

早期可能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仅仅

会在劳累、精神紧张、情绪波动后发生血

压升高，并在休息后恢复正常。

随着病程延长，血压明显的持续升

高，逐渐会出现各种症状，此时被称为缓

进型高血压病。缓进型高血压病常见的

临床症状有头痛、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减退、肢体麻木、夜尿增多、心悸、胸

闷、乏力等。

当血压突然升高到一定程度时甚至

会出现剧烈头痛、呕吐、心悸、眩晕等症

状，严重时会发生神志不清、抽搐。这就

属于急进型高血压和高血压危重症，多会

在短期内发生严重的心、脑、肾等器官的

损害和病变，如中风、心梗、肾衰等。

症状与血压升高的水平并无一致的

关系。

血压测量方法

血压测量

是评估血压水

平、诊断高血压

以及观察降压

疗 效 的 主 要 手

段。目前，在临床和

人群防治工作中，主要采

用诊室血压、动态血压以及

家庭测压3种方法。

诊室血压由医护人员在诊室按统一

规范进行测量，目前尚是评估血压水平和

临床诊断高血压并进行分级的标准方法

和主要依据。

动态血压监测通常由自动的血压测量

仪器完成，测量次数较多，并可测量夜间睡

眠期间的血压。因此，既可更准确地测量

血压，也可评估血压短时变异和昼夜节律。

家庭血压监测通常由被测量者自我

完成，这时又称自测血压或家庭自测血

压。但也可由家庭成员等协助完成。家

庭血压监测还可用于评估数日、数周甚至

数月、数年血压的长期变异或降压治疗效

应，而且有助于增强患者的参与意识，改

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无论采用哪种测量方法，血压水平与

脑卒中、冠心病的风险均呈连续、独立、直

接的正相关，而且与舒张压相比，收缩压

与心血管风险的关系更为密切。

血压监测注意事项

年龄大于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建议

至少每2年测一次血压；

年龄大于 35 岁以上的成年人，建议

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

对 易 患 高 血 压 的 人 群（血 压

130-139/85-89mmHg、肥胖、长期过量

饮酒、有高血压家族史），建议每6个月至

少测量一次血压。

高血压的控制目标

高血压的主要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

地降低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与死亡的总体

危险。治疗所有可逆性心血管危险因素、

亚临床靶器官损害以及各种并存的临床疾

病，原则上应将血压降至最大耐受水平，在

能耐受的情况下，血压降低有利于保护靶

器官，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不同人群的高血压控制目标分别为：

1、通常高血压患者血压应控制在

140/90mmHg 以下，但是 65 岁以上的高

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目标为 150/90mmHg
以下；

2、如果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慢性肾

病或冠心病患者，血压应控制在 130/
80mmHg以下；

3、高血压伴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患者，

血压控制目标应该在140/90mmHg以下；

4、对急性期的冠心病或脑率中患者，

应按照相关指南进行血压管理；

5、舒张压低于 60mmHg的冠心病患

者，应在密切监测血压的前提下逐渐实现

收缩压达标。

今年10月8日是我国第17个“全国高血压日”，10月8日至10月14日是上海市第20届心

脑血管病防治宣传周。今年的“全国高血压日”宣传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旨在唤起公众对血

压测量及高血压预防的关注。

高血压是我国患病率最高的慢性病，根据2012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显示，目前我国高血

压患者人数2.7亿，每3名成人中就有1人患高血压，高血压已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了解风险 中年人也要预防脑卒中

顺时养生
润燥养肺

今年10月29日是第9个“世界卒中日”，宣传主题是：“重视中年人的卒中风险”。今年的脑

卒中宣传主题较往年更针对中年人群，中年人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承担了单位、家庭的

重担，相较老年人的卒中发病特点，中年人卒中在发病诱因以及防治策略上会有所不同。了解

中年人的卒中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卒中防治，对于全民脑卒中防治工作有重要意义。

本版协办：浦东新区疾控中心
浦东新区健康教育所

一阵秋雨一阵凉，转眼间秋季来临。

中医学关于养生的理论和方法是极其丰

富的，其中一个重要法则就是顺时养生，

秋季养生因以养肺平补、润燥生津为宜，

从精神、起居、饮食、运动等方面综合调

摄。同时遵循三个“坚持”：秋养、秋练、秋

冻；三个“拒绝”：秋乏、秋燥、秋膘。

精神调摄

在精神方面，秋季宜“收敛神气，无

外其志”，也就是说，要做到内心宁静，神

志安宁，心情舒畅，情绪乐观。切忌悲忧

伤感，即使遇到烦心事，也应主动排解，

以避肃杀之气。养花、垂钓及谈心等均有

助于“收敛神气”。

生活起居

在起居方面，秋季宜“早卧早起”，早

睡，意在使阳气收敛；早起，意在使肺气

舒展，且防收敛太过。秋天适当早起，起

床前多躺几分钟，舒展活动全身，可减少

血栓形成的机会，预防中风及心肌梗死

等心脑血管疾病。此外秋季气温、水温、

体温较接近，最适宜开始洗冷水浴，在提

高机体对寒冷快速适应能力的同时促进

皮肤与内脏间血液循环，起到预防感冒、

支气管炎、肺炎、血管硬化等呼吸与循环

系统疾病，但对高血压、坐骨神经痛及其

他神经痛的患者不宜。

运动导引

在运动方面，预防“秋乏”：动则不

衰，用则不退。此季机体活动随气候变化

而处于“收”的状态，故运动项目不宜过

猛，可选择慢跑、登山、太极拳、游泳等，

以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同时，运动中时

刻谨记“适可而止”，以“不疲劳”为度。此

外，尽量选择“日出后至日落前”这一时

间段，对于不具备条件的上班族，可于晚

餐半小时后，到空气较好的公园、绿地、

湖边散步。锻炼时，不宜穿着汗湿的衣服

在冷风中逗留，以防寒凉袭表。

饮食调养

在饮食方面，不宜食用过于辛辣及腻

滞厚味、煎烤的食物，忌烟、酒。对燥热者忌

用性味苦寒的食物，也忌过于辛散，以免过

散伤津或使寒邪侵肺，以致使肺虚更甚。多

数情况下还是以养肺润燥平补为宜。

养肺润燥平补的食物：花生、鹅肉、

杏仁、泥鳅、白鸭肉、鹌鹑蛋、鲥鱼、山药、

芋艿、白木耳、银杏、杏子、葡萄、橄榄、百

合、猪肺、牛乳、白砂糖、冰糖、蜂乳、胡萝

卜、茼蒿、黑木耳、橘子、无花果、万寿果、

乌梅、白果、榧子、燕窝、猪肉、银鱼等。

清肺润燥的食物（多为性味甘凉或

辛甘凉）：萝卜、菠菜、马兰头、柿子、罗汉

果、甘蔗、荸荠、柠檬、竹笋、冬瓜子、丝瓜、

枇杷、梨、罗汉果、柿饼、鸭蛋、白菜、滑菜、

蘑菇、紫菜、石花菜、金柑、橙子、柚子等。

秋燥引起肺气虚时，可用百合、薏苡

仁、山药、蜂蜜等益补肺气；引起肺阴虚征

象时，用核桃肉、芡实、瘦肉类、蛋类、乳类

等食物滋养肺阴。如伤及胃津、肝肾阴气

时，用芝麻、雪梨、藕汁及牛奶、麻仁、海参、

猪皮、鸡肉等分别滋养胃阴及肝、肾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