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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喷雾要慎用
即便立秋已过，但暑热的余威依

然在。如果有一款能常伴左右的降温
利器就好了，网上最近热销的“降温
喷雾”， 随时随地喷一喷就能即刻降
温，而且价格还不贵，简直就是此时
必备。

利用喷雾降温是非常常见的大
面积降温处理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
达到较好的降温效果，室内和室外降
温均可采用。水在高压作用下经过雾
化喷嘴， 形成细微的颗粒状雾滴，利
用蒸发吸热原理就达到了降温的目
的。网络上热销的降温喷雾中主要成
分为水，此外还会添加少量乙醇（酒
精）、薄荷脑及其他有机物质。由于乙
醇等有机物质的沸点低，比水吸热更
快，因而降温效果也更明显。 还有一
些特殊降温喷雾宣称可瞬间降温几
十度， 这类喷雾的主要成分为丙烷
（沸点-42.1℃）和丁烷 （沸点-0.5℃）
高压液化气，相比于水、乙醇等，它们

的沸点更低， 可瞬间气化吸收大量
热，让物体表面迅速降温，局部温度
甚至可降到零度以下。

虽然说降温喷雾的确具有实实
在在的降温能力，可以在闷热的夏日
送上一时舒爽， 但是有利就有弊，隐
藏于其中的安全隐患不能忽视。 比
如，不管是哪种降温喷雾，都含有一
部分的可燃性气体（乙醇、薄荷脑，或
丙烷、丁烷等），因此使用时必须远离
火源； 喷雾中的有机物质不仅易燃，
还有可能造成部分敏感人群皮肤过
敏；含有丙烷、丁烷等超低沸点的喷
雾使用时可使局部温度降至零度以
下， 直接喷涂可能导致皮肤冻伤；此
外，部分有机物质在使用喷雾一段时
间后仍可能有残留。

基于这些问题， 建议大家在使用
降温喷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
点：使用降温喷雾 30 分钟之内，禁止
在使用区域出现明火； 禁止在高于

50℃的高温环境条件下存放， 防止过
热引发爆炸；禁止对着火焰直接喷射；
请勿直接喷射在人体皮肤上， 防止冻
伤；严禁在密闭空间使用，防止吸入过
多挥发性有机物而引发呼吸道问题。

既然降温喷雾有这么多安全隐
患，那还能用吗？ 可以用。 但是考虑喷
雾的成分及使用注意事项， 建议购买
低酒精含量的喷雾剂。 对于高压液化
气（丙烷、丁烷）喷雾，因危险性高不建
议个人使用。 有些产品广告宣称其降
温喷雾能持续降温几个小时， 不论是
酒精还是其他有机物，沸点都比较低，
喷洒完后一般 30 分钟到 1 个小时内
就会完全蒸发。当这些物质蒸发以后，
不再具有降温效果，温度会逐渐回升。

其实，花露水、清凉油和湿巾等，
所以这些产品也都或多或少能帮助
我们降温避暑。如果你对酒精或薄荷
脑过敏，不妨准备一个便携式的小风
扇随身带着。 袁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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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哪些不良饮食习惯
当下，年轻人不吃早餐、点外

卖等情况增多，容易形成不良饮食
习惯。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1504 名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
表示自己有不良饮食习惯，88.5%
的受访者觉得良好的饮食习惯重
要。 受访者中，00 后占 29.3%，90
后占 47.5%，80 后占 23.3%。

调查中，受访者表示自己主要
有口味较重 (45.5%)、不按时吃饭
(38.9%)、爱吃零食喝饮料 (37.0%)
等不良饮食习惯。 其他还有：荤素
搭 配 不 均 (35.8% )、 不 爱 饮 水
(34.8%)、 点外卖或外食情况较多
(29.7%)、不吃早饭(28.8%)、不注意
饮食卫生(11.9%)等。

调查显示，88.5%的受访者觉
得良好的饮食习惯重要 ， 其中
51.9%的受访者觉得非常重要。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
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年轻
人不良饮食习惯产生的原因主要

是压力。她呼吁年轻人不用过度紧
张，第一，不要听风就是雨，比如网
上说吃什么容易得胆结石，很多年
轻人根本不知道胆结石是怎么来
的就相信这种说法；第二，要相信
年轻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有能力
维持健康；第三，对事物的恐惧和
焦虑给身体带来的危害相比于“吃
不好”带来的危害更加严重。 年轻
人首先要睡好，其次是吃饱，在睡
好吃饱的基础上“吃好”、喝足水就
好了。

一些大学生和上班族总是点
外卖，一方面是觉得外卖方便，另
一方面可能也觉得外卖种类比食
堂或家里更加丰富， 但在选择外
卖过程中个人的偏好会导致他们
总是吃一类食品， 这不利于营养
均衡 ， 长期吃还容易导致肥胖 。
此外，不要饭后立即躺下玩手机，
先动一动， 给肠胃一点消化的时
间。

钟青

日啖荔枝三百颗？ 小心惹上“荔枝病”
据福建省一家医院急诊科统计，

在两年内接诊的“荔枝病”患者达到
48 例。 这些病例的共同特点是，连续
多日进食了大量荔枝（超过一斤），且
多在半夜至清晨突然发病，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低血糖症状， 包括昏迷、抽
搐、四肢瘫痪等等，其中一例最后死
于呼吸衰竭。

什么是“荔枝病”呢？ 就是一种因
为荔枝吃多了而发生的疾病。 其中的
关键病因在于， 荔枝吃多了会导致低
血糖， 从而引起低血糖相关的一系列
临床表现———例如头晕、心悸、疲乏无
力、面色苍白、皮肤湿冷等等，严重的
话甚至会导致突然昏迷、抽搐、心律失

常、血压下降甚至脑部功能受损等等。
荔枝的含糖量约为 16%，其中大

部分为果糖。 果糖进入人体后，经消
化吸收入血，需要先在肝脏和小肠中
经相应的酶催化并转化为葡萄糖等
物质，然后才能再被机体利用。 因为
这个过程比较耗时，所以食用果糖后
并不会迅速引起血糖的升高。

另外，荔枝中还含有一种叫“α-
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的物质，实验表
明这类物质在体内可以起到降低血糖
的作用。但是研究表明，直接食用荔枝
对治疗糖尿病并没有什么作用。

当我们食用大量荔枝时，大量果
糖就会经消化道吸收入血， 刺激胰岛

素的分泌。 但是血液中的果糖却不受
胰岛素的调控。如前所述，果糖转化为
葡萄糖入血是一个耗时的过程， 其速
度跟不上胰岛素降血糖的速度。 所以
当大量进食荔枝时 （尤其是空腹状
态），就会容易出现低血糖，进而表现
出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此外，对于像脑
组织这类以葡萄糖为主要供能物质的
器官组织， 在低血糖的时候会出现相
应的功能受损， 因此荔枝病对于正在
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后果更为严重。

荔枝到底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尽
量避免空腹食用荔枝。其次，每天吃荔
枝最好不要超过 300g （约 10颗）。 最
后，吃前记得要洗手哦！ 郑子聪

熬夜要常吃这 4种食物
睡眠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饮

食和运动。然而，在现在这个社会，
整体睡眠时间越来越晚，很多人都
有熬夜的习惯。 要知道，人类在进
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
的身体节律，而熬夜这种行为与自
然节律背道而驰。 长期如此，会引
起肥胖、皮肤变差、免疫力下降、记
忆力衰退、猝死等种种问题。 即使
短期熬夜，也会损害身体健康。

熬夜的人要注意补充什么营
养？ B 族维生素能够营养神经，使
人的神经肌肉维持正常功能，提高
人体兴奋度。 而熬夜会引起疲劳，
这时身体就需要调动更多的 B 族
维生素来对抗疲劳。 因此，熬夜者
体内 B 族维生素的丢失量和需要

量，要高于正常睡眠者。
以下 4 种食物富含 B 族维生

素：粗粮：粗粮在一天的主食中大
约要占到 1/3。 大豆：中国营养学会
推荐一般成人每天吃大豆 25g 及
以上，25g大豆相当于 72g 北豆腐，
140g 南豆腐，365ml 豆浆，175g 内
酯豆腐、55g 豆腐干、40g 豆腐丝 。
瘦肉： 健康成人一周食用畜肉+禽
肉总共 300g~500g。坚果：一般成人
可每天适当吃点瓜子、核桃、巴旦
木、开心果等坚果，常换着种类吃，
每天可以吃一小把的量，净重 10g。

如果饮食实在无法改善，必要
时可以到营养科面诊评估，遵医嘱
服用适合自己的营养补充剂。

于康

科学防治脑血管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姚涛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许多人都养
成了高糖、高脂、高盐饮食和吸烟、饮
酒、 缺乏运动等不良的生活饮食习
惯，而这些不良习惯正是脑卒中发生
的风险因素，是引起脑梗死和脑出血
的“罪魁祸首”。中老年人一旦得了脑
卒中，轻者行动不便，重者偏瘫、失语
甚至死亡，所以，脑血管病是严重威
胁人们生活健康的危险疾病。尤其是
近年来，脑卒中的发病年龄日益年青
化，而且农村地区的发病率更高。 农
村居民文化程度不高、医疗条件相对
偏差， 对脑卒中的防治知识相对缺
乏， 导致农村居民的脑卒中发病率、
患病率和死亡率持续升高。 因此，向
农村居民普及脑血管病的科学防治
工作，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做好脑卒中的一级预防

脑卒中的一级预防，主要是纠正
以下不良习惯：吸烟、过量饮酒、久坐
等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还
要积极控制好这些疾病： 高血压、高
胆固醇、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等，通
过药物治疗控制。

（一）科学管理血压
高血压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

是正常人的 4-6 倍； 由于无明显症
状，被称为“无形杀手”。人们在 35 岁
以后， 就应该每年测量血压至少 2
次； 如果您有高血压和/或脑卒中家
族史，即使<35 岁，也建议您不定期、
积极地测量血压。如果您是高血压患
者，至少要每月测量 1 次血压，血压
控制在 140/90 mmHg 以下。

另外，以下方式可以帮助您更好
地控制血压，包括：控制体重，低盐低
脂饮食，缓解精神压力等。 在此基础
上， 长期规律的药物治疗控制血压，
可以降低脑卒中的发生风险。

（二）控制血脂在合理水平
血脂异常， 主要反映在这些指

标：胆固醇升高，甘油三酯升高，低密
度脂蛋白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
低等。健康饮食，改变不良生活方式，
是控制血脂的主要方式。比如：戒烟，
限酒，控制体重，适当进行运动，都是
良好的生活习惯。 另外，长期的他汀

药物治疗，能够显著降低高血脂患者
的脑卒中发病风险。

对于 40 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
后的女性，我们建议您每年定期做一
次血脂检查； 如果体检发现血脂异
常， 建议您去心脑血管病专科就诊，
由医务人员评估 10 年后发生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风险。如果您是
缺血性卒中的高危人群，建议您 3~6
个月做一次定期的血脂复查； 另外，
建议您咨询专科医生，制定合理的饮
食习惯和药物干预等等。

（三）防治心脏病
心房颤动、心肌梗死、心脏瓣膜

疾病等心脏病的患者，是缺血性卒中
的高危险人群。 尤其心房颤动，60 岁
以上的老人中， 有 1%的人会发生心
房颤动，患者一般无明显症状，发生
心源性脑梗死的风险较高；而长期抗
凝治疗，可降低这类人群心源性脑梗
死的发生率。对于 60 岁以上的老人，
建议您定期体检心电图，以便及时发
现心房颤动、心脏瓣膜病，积极预防
脑卒中。

（四）防治无症状性颈动脉粥样
硬化

脑卒中筛查是预防脑卒中一项
重要措施，对于 55 岁以上的人群，要
常规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 对 40 岁
以上的人群，要进行脑卒中危险因素
筛查 ，比如 ：吸烟史 、明显超重或肥
胖、缺乏运动、高血压、血脂异常、糖
尿病、心房颤动和脑卒中家族史。 如
果您具备 3 个以上的危险因素 、年
龄>40 岁， 建议您做颈动脉超声检
查。 对于颈动脉超声发现内膜增厚的
人群，建议您：戒烟、限酒、低盐低脂低
糖低热量饮食、适量运动，有助于改变
不良生活饮食习惯。 颈动脉超声筛查
出的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 （狭窄≥
50％）患者，还要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
和阿司匹林药物预防， 每 6-12 个月

做一次颈动脉超声复查。
（五）生活方式与脑卒中
1.吸烟：研究证实，吸烟可使卒

中的危险性升高 50%； 而戒烟 2 年
后，危险性会大幅降低。所以，戒烟是
预防脑卒中的有效方式！

2.饮酒：我们建议：不饮酒者，保
持不饮酒； 饮酒者应逐渐减少饮酒
量，最好戒酒。

3.缺乏锻炼：建议您根据自身情
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身体锻炼方式。
老年人、脑卒中高危人群，建议应在
血管内科医生指导下进行最大运动
负荷测试， 来制订个体化的运动量
和运动方式。 正常成人可每周进行
3～4 次的有氧运动， 比如， 慢跑、快
走、 骑自行车或其他有氧运动等等，
持续 40 分钟左右。 以伏案工作为主
的，还建议您伏案 1 小时后站起来活
动数分钟。

4.肥胖与脑卒中：肥胖可加重血
管和心脏的负担， 与高血压的关系非
常密切。肥胖者易患心脏病和糖尿病，
使脑卒中的风险增加。所以，建议您将
体重指数控制在 18.5-22.9 kg/m2 范
围内，对预防脑卒中很有好处！另外，
建议您改善饮食习惯，定期参加体育
运动， 少吃富含脂肪和胆固醇的食
物，多吃蔬菜、水果和谷物。

5.膳食营养：我们为您制定了以
下的膳食建议：1.每天饮食种类应多
样化，包括杂豆、薯类、全谷、蔬菜、水
果和奶制品以及总脂肪和饱和脂肪
含量较低的均衡食谱，合理摄入能量
和营养。 2.每天添加的食盐<6g；增加
富含钾食物的摄入量， 对控制血压、
降低脑卒中的风险都有益。 3.多吃蔬
菜、水果和奶制品，减少反式脂肪酸
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比如：每天吃
400-500g 的新鲜蔬菜 、200-400g 的
水果，120-200g 的鱼、禽、蛋和瘦肉，
各种奶制品， 烹调植物油低于 25g，

每天总脂肪摄入量应小于总热量的
30%， 反式脂肪酸摄入量不超过 2g，
控制添加糖的摄入 （每天小于 50g，
最好在 25g 以下）。

（六）阿司匹林的应用与脑卒中
预防

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
的高危人群，推荐个体化长期规律的
使用小剂量阿司匹林（75-100 mg/d），
有助于降低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对于
低危人群，不推荐使用阿司匹林作为
一级预防用药。

（七）控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在筛查脑卒中危险因素时，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推荐您同时筛查血
浆同型半胱氨酸。如果您是高同型半
胱氨酸血症，建议补充叶酸或叶酸联
合维生素 B12 进行脑卒中的预防。

二、早期识别脑卒中的发生

脑卒中有 5 个常见的主要警告
信号：1.突然一侧或双侧肢体无力、麻
木；2.突然单眼或双眼视力下降；3.突
然言语表达困难或理解困难。 4.突然
头晕伴视物旋转、失去平衡或行走不
稳。 5.突发严重的头痛。

三、脑梗死的急性期治疗

在脑梗死的急性期，阿替普酶静
脉溶栓治疗和卒中单元是最有效的
治疗方法。 急性脑梗死患者在发病
4.5 小时内， 依据阿替普酶静脉溶栓
适应证和禁忌证，尽快予以阿替普酶
静脉溶栓治疗。 用药期间及用药 24
小时内应严密监护患者。

对于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
脑卒中， 静脉溶栓的血管再通率较
低，疗效欠佳。 静脉溶栓联合血管内
（动脉内采用药物溶栓、机械碎栓、支
架置入和机械取栓）治疗，是标准的
治疗方案。 前循环脑梗死应在发病
16～24 小时内进行血管内治疗术，后

循环脑梗死可延长至发病 24 小时。

四、脑出血急性期的治疗

脑卒中患者中， 脑出血的致残、
致死率高于脑梗死，前者的 1 个月死
亡率高达 35%-52%，6 个月末仍有
80%左右的存活患者遗留残疾，是导
致人们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

脑出血早期进展迅速，容易出现
神经功能恶化，及时评估病情和快速
诊断至关重要。 头颅 CT 是诊断脑出
血的首选检查。脑出血可以分为以下
两种：（1）原发性脑出血，占所有脑出
血的 80％～85%。 主要是高血压脑出
血，少数为脑淀粉样血管病及不明原
因的脑出血。（2）继发性脑出血：一般
指有明确病因的脑出血，多由脑动静
脉畸形、脑动脉瘤、抗凝药物、溶栓治
疗、抗血小板治疗、凝血功能障碍、脑
肿瘤、脑血管炎、硬脑膜动静脉瘘、烟
雾病、静脉窦血栓形成等引起。

脑出血的治疗包括：（1）内科治
疗。 首要原则是保持安静， 稳定血
压 ，防止再出血 ；根据病情 ，适当降
低颅内压，防止脑水肿，维持水电解
质 、血糖 、体温稳定 ；同时加强呼吸
道管理及护理， 预防及治疗各种颅
内及全身并发症。 （2）外科治疗。 主
要目标在于及时清除血肿、 解除脑
压迫、缓解严重高颅压预防脑疝、挽
救患者生命。

五、脑卒中的康复管理

脑卒中的急性期患者，应尽可能
在综合医院卒中单元或神经内科进
行多学科治疗， 包括急性期的内、外
科治疗，早期的康复介入，多学科协
调的综合治疗等。 病情平稳后，可转
入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或康复专科
医院进行全面康复治疗。 最后，患者
进入社区康复。脑卒中患者经过全面
系统的三级康复管理和服务，可获得
最佳的功能恢复， 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加强脑卒中宣传，科学认识脑卒
中，正确防治脑卒中，是降低农村地
区居民脑卒中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
率的重要措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的总目标的重要健康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