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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是怎么回事？
心内科 黄琪

张女士最近感觉不太对劲，总是感到
气急，稍微活动时间长一点就气急，要休
息一下才能好转，又不发热、咳嗽、咳痰
的，想想心里不踏实，来到医院的呼吸科
就诊。呼吸科医师对其详细检查后说张女
士是中度的肺动脉高压，让她到心内科继
续诊治；一般肺动脉高压是肺部的疾病，
都是看呼吸科的，为何张女士的肺动脉高
压呼吸科医师会建议其至心内科就诊呢？
原来张女士是由于先天性心脏病房
间隔缺损引起的，患者左心房的血通过未
完全封闭的房间隔进入右心房，导致肺动
脉压力过高，心内科医师对其进行了详细
的检查，明确张女士的条件适合微创手
术，给她在心房的缺损处放置了封堵器，
同时合并靶向药物等的使用，
术后患者的
病情逐渐稳定；但张女士因为先天性心脏
病导致的肺动脉高压情况并不能完全恢
复正常，
只能临床控制，缓解进展。
肺动脉高压指肺动脉压力升高超过

一定界值的一种血流动力学和病理生理
状态，可导致右心衰竭，可以是一种独立
的疾病，也可以是并发症，还可以是综合
征。其血流动力学诊断标准为：
海平面静息
状态下，右心导管检测肺动脉平均压≥
多发
25mmHg。肺动脉高压是一种常见病、
应引起人们
病，
且致残率和病死率均很高，
随
的高度重视。肺动脉高压早期可无症状，
疲劳、
病情进展可有如下表现：呼吸困难；
乏力、
运动耐量减低；
晕厥、心绞痛或胸痛；
右心衰的症状等。
咯血、
声音嘶哑；
临床针对肺动脉高压需要进行一系
列的相关检查了解致病原因以及病情程
度，一般需要抽血化验自身抗体、肝功能
与肝炎病毒标志物、HIV 抗体、甲状腺功
能检查、血气分析、凝血酶原时间与活动
度、
BNP；心电图、胸片、超声心动图、肺功
能测定、肺通气 / 灌注扫描、肺部高分辨
率 CT、多导睡眠监测、心肺运动试验、右
心导管检查和急性血管扩张试验等；而右

心导管检查是诊断肺动脉高压的金标准，
可准确获得肺循环及右心系统的血流动
力学特征。
而先天性心脏病相关性的肺动脉高
压有适应证的，可进行介入封堵治疗，但
严重肺动脉高压出现右向左分流者或伴
有其他严重心肌疾患或心脏瓣膜病者就
不适宜行微创介入手术了，所以早期发现
病情，早期得到治疗非常的重要。
而怎么样可以预防肺动脉高压呢？在
普通人群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
如患有
酒、慎用减肥药等。在高危人群中，
先天性心脏病、结缔组织病、门脉高压、肺
部疾病、慢性肺栓塞、HIV 感染，家族中有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或遗传性肺动脉高压
病史者，应注意监测，积极控制、治疗原发
病，及时发现肺动脉高压，尽早治疗；而已
经患有肺动脉高压患者应积极治疗改善
预后，避免怀孕、感冒、重体力活动等加重
肺动脉高压病情。

春季穴位运动贴敷疗法——
—活的穴位贴
风湿免疫肾内科 胡国强
春天是人体阳气升发生长的季节，中
。所以健康
医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的关键是要掌握阳气升发的特点，注意保
护体内的阳气，使它不断充沛，并逐渐旺
盛起来。春天运动能更好地适应机体内阳
气的变化，清除体内寒湿，对身体有很好
的保健作用。
生命在于运动，一年之计在于春，我
们要把握好春天的运动，恢复人体的机
能。大家都知道运动对人体健康的重要
性，对健康人群来说适当的运动应该都能
做到，但对一部分人群运动会受到限制，
甚至无法运动，比如瘫痪病人、疼痛关节
活动受限患者等对活动受到很大程度的
限制，祖国的中医穴位贴敷疗法历史悠
久，作用直接，适应症广，效果显著，安全
毒副作用小，穴位贴敷疗法具有对穴位的
刺激与调节作用，药物吸收后的药效作
用，两者的综合叠加作用。穴位作用，刺激

和作用于体表，通过经络的传导和调整，
改善经络气血的运行，对五脏六腑的生理
功能和病理状态，产生良好的治疗和调整
作用，从而达到以肤固表，以表托毒，以经
通脏，以穴驱邪和扶正强身的目的。
穴位运动贴敷疗法是经过我科长期
的临床工作中研究发现，穴位贴敷加以适
当的穴位适宜的中药贴敷包括穴位按摩
或电刺激后具有效果倍增的作用，我们的
穴位贴借助于电能、中药导入使人体经络
动起来、活起来。我们风湿免疫肾内科专
家及医生团队开展个体化中医的辨证施
治穴位运动贴敷疗法。
穴位运动贴敷疗法疗效显著、副作
用少。贴敷保健治疗，不经过脾胃，在对
慢性疾病的保健调理方面，穴位贴敷疗
法的适应症十分广泛，可用于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骨伤科、
神经科及精神科等临床各科疾病的保健

治疗，常见病的治疗主要有：肥胖、胃脘
痛、痛经、跌打损伤、关节肿痛、中风后遗
症、头痛眩晕、口眼歪斜、面瘫、颈椎病、
肩周炎、腰腿痛、骨关节病、强直性脊柱
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颞颌关节紊乱、耳
鸣等病症。
王阿姨，
68 岁，左手腕关节肿胀多年，
曾经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多次封闭
治疗，治疗时有好转，但过段时间又复发。
后经人介绍，来到红会医院风湿免疫肾内
科，做了一周中医外治，
肿胀明显消退。
穴位运动贴敷疗法：是中药穴位贴
敷结合电疗一体化治疗手段，中药是根
据病人病症进行施治，临时调配，使用的
一般是活血化瘀、化湿祛寒、温经通络、
祛风止痛等中药结合现代电子治疗设
备，让人体穴位动起来，经络走起来，身
体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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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是个各
种过敏、心脑血管
疾病、呼吸系统的
高发期，有过类似
疾 病 的患 者 要 注
意预防，避免复
发。
一、春天要特
别警惕心脑血管
疾病上身。“春捂
秋冻，百病不生”。
平时就有心脑血
脑
管病的病人要根
病
中
据天气预报随时
心
关注天气变化，室
张
内温度保持在
潋
20℃左右，如果温
度过高或过低，可
造成血流缓慢、血
液粘稠度增高，从
而导致血栓形成、
血管收缩或痉挛，
还可造成心肌耗
氧量增加。
二、过敏
花粉过敏高
峰期一般在 3 月
下 旬 、4 月 初 出
现。建议关紧门窗，以防止花粉飞入
室内；外出回家拍尘洗脸洗手；易过
敏的人最好减少待在户外的时间，
活动尽量选在清晨、傍晚或雨后；勤
洗被褥勤晾晒；睡前洗澡要淋浴；外
出最好戴口罩；易过敏的季节，最好
遵医嘱服用抗过敏药物或者接受脱
敏治疗。
三、呼吸系统疾病
冬春之交，正是慢性支气管炎、
哮喘等容易急性发作的时节。海带
在中药学里的学名叫昆布，性味咸
寒，归肝、胃、肾经，可以消痰软坚、
利水，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的治
疗，可做成海带糖浆或凉拌海带，坚
持食用，效果甚好。
此外，春季人体的肝阳之气渐
升，阴血相对不足，宜多吃富含植物
蛋白质、维生素的清淡食物，多吃谷
物、禽蛋、蔬菜等，相应地减少冬天
动物脂肪类食物。春季应该注意养
肝保肝，注重阳气的生发，提倡“增
甘少酸”，即多吃甜食，少吃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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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就要呵护前列腺
泌尿科
最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遭受前列腺炎
的困扰。20 岁左右的年轻人甚至开始成为前列
腺炎的主力军。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会得前列腺
炎呢？
当很多年轻的上班族、
大学生等因尿频、尿
急等症状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时
都很纳闷。都这样想：自己这么年轻怎么也会
得慢性前列腺炎，不是只有上了一定年纪才可
能得前列腺疾病吗？
过渡的沉迷游戏而久坐不动，学会抽烟和
都是
喝酒的坏毛病、
昼夜颠倒的不合理作息等，
引发前列腺炎的因素。另外在青春期发育成熟
之后，容易产生性冲动。前列腺开始分泌前列
腺液，并通过手淫、性生活或遗精的形式将其定

期排泄，此时前列腺炎的发生机率会明显增加。
因此青少年中，不良的过度手淫习惯也是发生
前列腺炎的原因之一。
预防慢性前列腺炎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减少辛辣食品，避免饮酒：食用大量辛辣
食物有损前列腺健康，这是因为辣椒等辛辣食
物对前列腺和尿道具有刺激作用，食用后可出
现尿道不适或灼热症状，并且引起前列腺血管
扩张、水肿或导致前列腺的抵抗力降低。针对
饮食习惯和前列腺炎的研究提示，饮食清淡
者，仅有 25%左右发生前列腺炎；而嗜好辛辣
饮食者，有高达 80%左右的人可能发生前列腺
炎。而酒精对前列腺和尿道同样有刺激作用，
饮酒后出现的下腹部胀痛、排尿灼热的感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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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过的体验，因此，避免饮酒是保养前
列腺的方法。
2.不要久坐或长时间骑自行车：人在坐着
长时间挤压
时，
前列腺受到的挤压是最严重的，
可以造成前列腺充血、肿胀。在骑自行车时，
坚
硬的车座、路面颠簸，
使会阴部长时间处于压迫
和刺激状态，影响局部血液循环，挤压前列腺。
如果骑行时间过长，则更加严重。那么有利于
前列腺的锻炼方式有哪些呢？
散步、跑步、游泳、
瑜伽、拉伸运动，这些低强度的锻炼方式，有助
于预防前列腺炎的发生，也有助于改善前列腺
炎的症状，并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3.每次性生活时间不宜过长：手淫在青年
男性中很常见，国人的长期观念中认为手淫对

身体影响非常大，这使青年人常常处于一种矛
盾状态中。其实，适度的手淫是未婚青年正常
的一种排遣方式，适度的排出精液和前列腺液
对前列腺有好处，因此，适度的手淫对身体是
没有影响的。但是，过度手淫，使前列腺反复充
血肿胀，是青少年前列腺炎好发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已婚男性来说，规律的性生活是预防前
列腺炎最好的方式之一。有些男性每次性生活
时间过长，其实在这种状态下，前列腺一直充
血肿胀，前列腺炎的发生概率很高。因此，该射
就射，无须硬撑。
预防胜于治疗，为了远离疾病困扰应改掉
不良嗜好，端正生活作风，以与前列腺炎“绝
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