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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突发脑溢血：

熬的不是夜，是命

近期，一篇“网友熬夜突
发脑出血，微博发长文告诫
熬夜人”的网文，一时间被刷
爆朋友圈。事件的主要内容
是网名为“卡卡Pranci l”的网
友，前一晚还刷手机到深夜，
第二天却突发脑出血，昏迷9
天清醒后写长篇文章，陈述
了自己在这9天的治疗过程和
心路历程。

虽然这名网友经过抢救
后已无大碍，但广大网友却
纷纷对号入座，将熬夜、压力
大与脑出血画上了约等号。
熬夜、压力大、少运动真的是
导致脑出血的原凶吗？就此
记者联系到山东省立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丁峰，就脑出血
问题进行了咨询。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关于 6 批次药
品不合格的通告。通告显示，
经检验，标示为三门峡广宇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5 批
次清喉咽合剂、吉林省精鑫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
次罗红霉素片不合格。不合格
项目为微生物限度、溶出度。

对上述不合格药品，相关
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
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要
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
品，并进行整改。

据《中国医药报》

食药监总局通报
6 批次药品不合格

丁锋，山东省立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医学
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
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
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
对脑血管疾病、颅内肿
瘤、脑外伤的治疗有着丰
富的临床经验。

脑血管病的预防重在控制
危险因素，这些因素是：高血压、
吸烟、糖尿病、高血脂、嗜酒和药
物滥用、肥胖、久坐不动的生活
习惯。因此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保持心理平衡都是预防脑出血
疾病的有效方法。

1 . 稳血压：对于高血压患
者，一定要做到定期检查和坚持
服药治疗。

2 . 戒烟酒：酒和烟都能使脑
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
加速动脉硬化。特别是冠心病、
高血压患者都应戒烟戒酒。

3 . 择饮食：饮食上要注意低
脂、低盐，切勿大鱼大肉，以免加
速身体肥胖。

4 . 避疲劳：避免体力和脑力
劳动过度，工作适度，不要有太
大的压力，超负荷的工作更容易
诱发脑出血。

5 . 多运动：久坐不利血液循
环，会引发新陈代谢和心血管疾
病。坐姿固定，也易引发颈椎、腰
椎病。所谓“生命在于运动”，多
些锻炼，可强身健体。

6 . 保睡眠：人没有水可以活
7 天，没有睡眠的话，3 天都活不
过。这句话足可证明睡眠对生命
的重要性，每天保证足够的睡眠
时间，维持正常的生物钟。尤其
是熬夜族应格外注意。

7 . 重先兆：如突感无诱因的
剧烈头疼、头晕、肢体麻木、乏力
或一时性失明、语言交流困难
等，应及时就医，做进一步检查
治疗。另外主动体检也能预防很
多疾病的病发。

脑溢血急救，抓住黄金三小时
对于脑溢血患者而言，时

间就是生命。一般大脑半球出
血量 40 毫升、小脑出血量 10 毫
升，最好能在两小时内手术，尽
量不要超过 3 小时，时间长了
会引发脑水肿，导致脑细胞严
重损害，大大增加中风并发症
和后遗症的风险，甚至会夺命。
脑出血意外跟心脏猝死一样，
危险性极高，如果脑出血突然
发作而处理不当，不仅会加重
病情，病人还可能因此而丧命。
转运病人的话，一定要记住尽

量减少病人的搬动，避免对其
头部的晃动，越摇脑出血量越
多，病人昏迷会越严重。有的人
看到有人跌倒昏迷，马上背起
病人跑下楼自行开车送医院，
这是大忌，因为病人由于头部
的晃动，可能增加脑出血量。一
般这种情形下，最好打 120 急
救电话，由专业医生救助，不建
议由非专业人士转运脑出血病
人到医院。同时，要高度注意病
人气道要通畅，不要让呕吐物
堵塞气管发生窒息。

送得及时、出血量少且部位不
太重要的，一般愈后较好，并发
症少，后遗症也比较轻，而出血
量大又被拖延治疗的话，即使
救回一命，也有可能造成终生
与轮椅为伴的后果。

七招防患脑溢血

并非老年专属病

很多人会有疑惑，脑出血不
是多发于中老年人吗，为何现在
这么多年轻人却突发脑出血？其
实这种观念是有所偏差的，脑出
血(又叫脑溢血，系指脑内血管
突然发生破裂，迅速形成局部血
肿，挤压周围脑组织，产生相应
的临床症状或体征，脑出血是主
要是发生在高血压人群身上的
一种多发病，发生的原因多是血
压突然上升，导致脑内微血管破
裂，从而引起脑部出血)是多发
于中老年人的病症，但近些年
来，脑出血的发病却逐渐呈现年
轻化的趋势。

当今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
加快，中青年人的生活、工作压
力大，经常熬夜，导致精神常常

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脑出血就很
容易找上门来。此外，有些年轻
人喜欢吸烟饮酒，长期吸烟使得
体内血管脆性增加，长期饮酒引
起血管收缩舒张调节障碍等，都
会导致脑出血的高发。

饮酒者发病率高三倍

脑出血之所以年轻化，跟年
轻人不规律的饮食作息密切相
关。动脉硬化、三高、肥胖、生活
压力大等均是导致年轻人脑出
血的重要原因。

疾病因素：因现在动脉硬
化、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病年龄
正逐年下降，或者患者本身有先
天性脑血管畸形、颅内动脉瘤等
疾病，都是引发脑出血的原因。

缺乏自觉性：年轻人自恃年
轻体壮，防病、治病的意识反倒

不如老年人，他们大多觉得脑出
血与自己“无缘”。

环境因素：精神受到外界刺
激导致血管急剧收缩，从而诱发
血管破裂。

据统计，饮酒患者发病率高
出不喝酒者 3 倍；季节变换，使
毛细血管痉挛性收缩和脆性增
加、血压升高，造成血管破裂；工
作、学习紧张，过度劳累也极易
诱发脑出血，因此导致这些疾病
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

三大先兆需警惕

虽然脑出血的发病具有突
然性，但是在发病初期会或多或
少表现出一些异常情况，即出现
一些有预兆的前期表现。如果出
现以下症状，就要格外警惕了。

先兆一，患者出现与人交谈
时突然讲不出话来，或吐字含糊
不清，或听不懂别人的话。

先兆二，患者出现短暂性视
物模糊，或者突然感到头晕，周
围景物出现旋转，站立不稳甚至
晕倒。

先兆三，患者突然感到一侧
身体麻木、无力、活动不便或手
持物掉落，嘴歪、流涎，走路不稳。

尽管不是所有的脑出血都
有前兆，但只要发现有上述异常
情况，就要提高警惕。一旦出现
进一步的症状，要及时到医院检
查、治疗，从而控制疾病发展，避
免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

后遗症莫惊慌，坚持治疗促康复
脑出血的致残率很高，大

部分病人会遗留瘫痪、失语等
严重残疾。有些患者可能发病
几个月了还不能下床活动，就
觉得没希望恢复了。事实上，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恢复
的时间也不同，但积极进行康
复治疗是有助于脑出血患者运
动功能恢复的，这一点已经得
到了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脑
溢血的康复治疗主要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

1 . 运动疗法。在发病早期
及当患者肢体没有肌力时，应
当以被动运动为主，轻柔、缓
和地活动逐个关节，保证所有
关节全范围的活动。患者肢体
有肌力后，应及时开展主动运
动。依照床上主动活动、起坐

训练、床边锻炼、站立锻炼的
顺序循序渐进地开展。

2 . 中医中药针灸理疗治
疗。中药可防治脑水肿、促进
血肿吸收，达到加快脑组织损
伤修复和改善神经机能的效
果。同时还可以配合理疗、按
摩、针灸等措施，促进康复。

3 . 语言治疗。据统计，约有
22%-32% 偏瘫患者伴有语言-
言语障碍，因此，此类患者的
语言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语言
训练人员应首先根据患者的语
言情况和病变部位，诊断出语
言-言语障碍的类型，然后运
用不同的方法，通过听觉、视
觉、触觉等多种途径的刺激，
引发并强化患者的语言反应。

4 . 心理治疗。脑出血发生
半年内约有 50% 以上患者伴
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以焦
虑、抑郁为主。主要治疗方法
有理性情绪疗法、支持性心理
治疗、行为疗法等。有效的心
理治疗能纠正患者的不良情
绪，增强患者的学习能力和主
动参与精神。

山东食药监通报
5 批次不合格糕点

近日，山东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对糕点进行了监督
抽检，共抽检 199 批次，其中
不合格产品 5 批次。

据统计，不合格样品所涉
及的企业、产品和不合格指标
为：标称山东省聊城市金麦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慕斯奶酪
面包菌落总数和霉菌项目；标
称山东莘县天福庄园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鲜蛋糕(青柠味)
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
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
项目；标称东营市河口三信工
贸有限公司生产的老式桃酥
大肠菌群项目；标称东营春建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桃酥大
肠菌群项目；标称栖霞市温馨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桃酥铝
的残留量项目。记者 刘一梦

山西食药监抽检 1 批次
中华鲟不合格

近日，山西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公布了 2017 年食品
安全监督 101 批次监督抽检
结果。其中，不合格样品 1 批
次，标称晋城市城区红军水产
批发部销售的中华鲟存在恩
诺沙星超标问题，检出值为
968 μ g/kg，而标准规定为≤
100 μ g/kg。

据了解恩诺沙星属于氟
喹诺酮类药物，长期摄入喹诺
酮类药物超标的动物性食品，
可引起轻度胃肠道刺激或不
适，头痛、睡眠不良等症状，大
剂量或长期摄入还可能引起
肝损害。 据央广网

枣庄达利园召回
未标保质期饮料

近日，山东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对外发布《枣庄市达
利园饮料有限公司关于主动
召回“乐乐家生榨椰子汁”的
公告》，对部分饮料进行召回
处理。

据了解，枣庄市达利园饮
料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
生产的“乐乐家生榨椰子汁”，
由于公司生产工人疏忽，只在
外包装大纸箱上印有“保质期
18 个月”字样，而罐体却并未
印制保质日期的相关说明，因
此采取召回措施，召回起止时
间为 2017 年 9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召回区域为山
东省。 据大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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