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信早報
國際日報報業集團

Tuesday, Oct 11, 2022 202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 现代健康 M3C3现代健康Tuesday, April 21, 2020

亲爱的人类朋友，新年快乐！我是
你最亲密的老朋友——心脏。过去的一
年里，你辛苦了。生活中、职场上，不
知道我的表现是否让你满意？新的一
年，想必你已经怀揣愿望，准备扬帆远
航。作为战友，我将继续做你最坚强的
后盾。不过，为了更好地配合你，也请
你帮我实现几个新年愿望，在即将到来
的 2020年，让我给你更强劲的支持。

每天行走6000步

生命在于运动，我也喜欢运动。可
过去的一年，你真的没少在办公室久
坐，也没少在电视机、电脑前刷剧、打
游戏，你不注意活动，我也就跟着变

“懒”了。久坐减少了流向静脉和动脉
的血量，让我的血液循环变差，心功能
减弱。医生说久坐等于“慢性自杀”，科学家说，
每天坐不超过 3小时，可延长 2年寿命。所以是坐
还是动，您知道怎么选择了吧？

不论你是什么人群、年龄、体格，请记得一
定要动起来。除了年轻人要加强运动，45~64岁也
是增强心脏功能的关键期。所以，人到中年更要
多运动，可以让我恢复心肌活力，我年轻了，你
也就年轻了。

步行是最好的有氧运动，可使缺血性心脏病
风险降低 10%。慢跑、跳绳、骑自行车和游泳等
有氧运动可增强我的携氧能力。建议你每天步行
不少于 6000步，一周至少运动 3~5天，每次 30~60
分钟，将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柔韧性训练、平
衡训练相结合，把运动强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心率变化常记录

我长在胸腔里面，要想知道我是否活动异
常，用肉眼或“用心感知”可办不到，这时就要
用到心电图。心电图是检查心脏电活动的，心律
不齐、早搏以及急性心梗都能靠它来诊断。但这
个检查手段也有不足，如果我难受却不发作，这
个机器就无法捕捉到，容易漏诊。

与普通心电图相比，动态心电图可 24 小时连
续监测，检出率和准确率更高。当然，心脏彩超
更厉害，相当于彩超医师的“透视眼”，不需要开
胸，就可以看到心脏的大小、内部结构、运动情
况等。冠脉造影是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当然
我还是希望你用不到这个。

日常生活中，建议你为我做一个健康记录。
你可以在家中常备一个血压计，测血压时也监测
一下心率是否正常。健康成年人的心率为 60~100
次/分，大多数为 60~80 次/分，女性稍快，老人稍
慢。太快和太慢都不好，需要进一步检查。出现
什么症状要做心电图？不明原因的大量出汗、突
如其来的呕吐、胸部有压力、挤压和紧绷感等，
突然间和暂时性晕倒或意识丧失，又自然恢复过
来，这些情况出现后都要第一时间查心电图，并
结合胸片、CT等诊断。

每周记得量血压

我虽然是个空心的泵，但每天要跳动约 10 万
次，一生平均要跳动约 30 亿次，可谓是人体中非
常繁忙的一个器官。想要保证我的正常运转，建
议你每周都要清楚我的“节奏”，忽高忽低可不
行。

在高血压情况下，动脉血管的压力过大，血
液中的胆固醇就会趁机进入血管壁内，逐渐积
累，形成粥样斑块，导致冠状动脉逐渐狭窄，心
肌缺血，这就是冠心病。这些斑块突然破裂会引
起血栓，影响了我向心肌组织输血，于是心肌缺
血坏死，发生“心肌梗死”。国内外研究证实，高
血压患者日后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显著增加。因
此，预防和积极治疗高血压尤为重要，以免对心
脏产生危害。无论有没有症状，定期测量血压是
有必要的。本身就有高血压的患者，每天测量血
压 2~3 次，分别是早上起床后、中午及晚上睡觉
前。那么，什么样的“节奏”才是安全的呢？国
家权威机构发布，正常血压：收缩压<130 毫米汞
柱，舒张压<80毫米汞柱；理想血压：收缩压<120
毫米汞柱，舒张压<80毫米汞柱。

每年都要洗回牙

有些人会“心口不一”，我可做不到。口腔和
心脏虽然距离比较远，但它们之间却有千丝万缕
的关系。比如，口腔里的链球菌和牙周病原体，
如果通过口腔的创面进入血管，促使产生类似血
小板的胶状蛋白质，依附在冠状动脉血管壁上，
就可能使冠脉血管逐渐形成脉粥样硬化，日积月
累就发展成大家熟知的冠心病了。再比如说，患
有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的人，由于瓣膜
病变或心脏结构异常而使血流紊乱，异常的血流
冲刷造成心内膜损伤，为细菌黏着创造了条件，
使得口腔细菌更容易对心脏造成伤害。

吃完饭后，你可以使用牙线清理牙缝中的食
物残渣，用温水或淡盐水漱口。保持每餐饭后刷
牙的习惯，每次不要少于 3分钟。每年也要尽量到
专业口腔机构彻底洗一次牙。佩戴假牙的老人，

要每天定时清理假牙，睡前一定要摘下
并进行浸泡。

吃药不能太任性

“是药三分毒”，吃错药也会要我
的命。人类生病后，有可能会吃一些具
有 心 脏 毒 性 的 药 物 ， 造 成 心 肌 “ 中
毒”，引起心肌损害，产生心律失常、
收缩或舒张功能异常、传导功能异常，
甚至心肌肥厚或心脏扩大等心脏病变。

我希望新的一年您能根据医生制定
的治疗方案按时服药，不要自行减量或
停药，不要自行服用其他药物，多种药
物联合使用前，请咨询合理用药门诊和
药剂师。尤其是服用某些中成药时要注
意成分，避免发生不良反应，比如含有
乌头碱、雷公藤、蟾酥等，对心脏都有

一定的毒性。定期复诊，向医生咨询专业意见，
以保证药物疗效，规避药物损害。

尽量戒掉烟和酒

抽烟喝酒害人不浅，其中受毒害最深的器官
就是我。烟草可使心跳加快、血管痉挛，升高心
脏病发作风险。若长期吸烟，心肌组织会因缺氧
而逐渐老化、坏死。

长期饮酒会大量消耗维生素 B1，引起维生素
B1 缺乏症等，酒精及其代谢产物对心肌有直接的
毒害作用，导致不可逆的心肌损害。酒精性心肌
病患者早期会出现心脏扩大，随后逐渐出现房
颤、心律失常，到晚期还伴有水肿等充血性心衰
症状。新研究证实，功能饮料也会对心肌的收缩
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心脏不好的人最好对上述东
西敬而远之，即便饮用也要限量。

春节将至，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劝你聚会
别抽烟，席间少喝点，尽量别喝白酒、烈性酒。
心脏不好的人饮酒越少越好，已有房颤、心律失
常或心衰表现的人，要完全戒烟戒酒。

避免太累与伤悲

你每一回气到肺炸，每一次失恋忧伤，每一
晚熬夜“修仙”，我都在你身边，默默不语。但你
可能不知道，当你做这些事时，我承受着巨大压
力，心跳急剧加快，极不规律，甚至有濒死感。
不仅如此，当你感到孤独、悲伤、抑郁、失控
时，心律失常、急性心脏病等就有可能悄悄找到
我。相反，乐观对身体有很多好处。专家发现，
乐观者心血管事件低 35%，全因死亡风险低 14%，
乐观情绪还能通过改善新陈代谢、减轻炎症反应
来促进心脏健康。

新的一年，我要劝你开心点，工作的事情尽
力而为，提高效率，不要总是加班熬夜。遇到不
开心的事，多跟朋友家人聊聊，别自己一个人扛
着。忍不了就大哭一场，买些喜欢的礼物犒劳自
己。休闲时光，听听音乐、看看电影，真有严重
心理问题时，记得及时求助专业医生。

帮心脏实现新年愿望

树叶干枯一般是树根缺水，一个人内脏经脉
是否健康通常能从手指反映出来。中医认为，手
指是人体上肢的末端，气血流注到此而返回，五
个手指有六条经脉循行。临床发现，按捏相应手
指可缓解或消除对应经脉或脏腑系统病变及症状。

呼吸系统：按捏拇指。拇指为肺经循行部
位，拇指第一节（即末端）肥大、根部缩小，可
能是肺经有病变。肺主气，司呼吸，上通喉咙，
开窍于鼻，拇指异常变化为肺气不足，这类人群
易患感冒、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少商穴（位于
拇指末端桡侧，指甲根角侧上方）是肺经精气传
达到大肠的起始点，按捏拇指能够有效地缓解咳
嗽、扁桃体炎等肺病症状。

消化系统：按捏食指。食指为大肠经循行部
位，大肠上接小肠，下通肛门，有吸收水分、排
泄粪便的功能。手阳明大肠经起于商阳穴，为手
阳明大肠经的井穴（穴位均位于手指或足趾的末
端处）。经常按揉食指末节桡侧的商阳穴可以缓解
便秘、腹胀、易疲劳、感冒（肺和大肠相表里）、
耳聋、齿痛、咽喉肿痛等问题。

循环系统：按捏中指。中指为厥阴经循行部
位，反映心包经和肝经的病变。心包为心脏的外
包膜，主血脉、神志。若中指苍白、细小、弯
曲、指节漏缝，提示心血管功能差或贫血。若中
指指掌关节横纹增多，出现青筋，与生活不规律
有关，提示精神情志异常（如失眠、多梦、健忘
等），或提示可能出现脑动脉硬化（中风等）。临

床心脏病的急救多用中冲穴（位于中指末端最高
点）催醒，日常有心律不齐、心慌心跳等情况可
刺激此穴。有心慌时，可用拇指指腹按压中冲
穴，力度要适中，每次 5 分钟，每日 2 次。另外，
中冲对疼痛较为敏感，困倦时揉捏此穴，还能醒
脑提神。

神经、内分泌系统：按捏无名指。无名指为
少阳经循行部位，反映三焦经及胆经的病变。三
焦主全身之气机和水液代谢，胆有助消化和主决
断的功能。无名指若弯曲、横纹增多，多提示内
分泌失调，表现为全身有莫名不适感，容易疲倦
乏力、精神不振。无名指上的关冲穴（位于无名
指末节尺侧）是三焦经的首穴，是急救穴之一，
主要功效为泻热开窍、清利喉舌、活血通络，主
治头面部疾病、脑血管病、热病、小儿消化不良
等，经常刮无名指可治疗以上病证。

泌尿系统：按捏小指。小指为太阳经和少阴
经循行部位，可以反映心和小肠，肾和膀胱的病
变。肾主生长发育和生殖，主骨藏精。小指长、
粗、直，提示先天肾精充足，生殖机能强；小指
短、细、弯曲，提示有肾气不足、腰酸痛、精力
减退、易疲劳等问题，重者头晕目眩、生殖功能
减退。小指中的少泽穴（位于小指末节尺侧）有
调整局部气血运行，使经脉里的水流动起来的作
用，还可温经通乳。临床治疗热症，通常采用少
泽穴刺血的方法，平时若有咽喉痛、发烧、牙龈
肿痛等不适，可按摩此穴。

按压拇指缓解咳嗽 揉捏中指醒脑提神

手指上的健康密码

戒烟难运动累 如何有效坚持
你树立新年目标了吗？美国哈佛大学媒体、政治

和公共政策中心选出了一些行为科学研究成果，或许
能帮你实现以下目标：少看智能手机、少喝酒、戒
烟、多存钱、增加锻炼、少吃垃圾食品。

想要减少看智能手机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设定
定期察看手机通知，而不是一有通知就看手机。美国
杜克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将手机
设定为每天收看手机通知 3次，他们的情绪会更好，
生产力会更高，对手机的掌控感也更强。

如果想要少喝酒，或可考虑晚些出门，能够帮你
躲过第二天宿醉的痛苦。荷兰研究人员对 197名年轻
人的喝酒习惯进行了研究，连续5周，每周四、周五
和周六晚 9点至凌晨 1点通过手机向他们发送调查问
卷，以记录他们的喝酒状态。结果显示，开始喝酒时
间晚，他们的酒精总量会减少。

戒烟很困难。有研究发现，现金奖励要比其他戒
烟手段更加有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对比
了4种不同戒烟策略的效果，有6000人参加，随机分
配至 5组。每组戒烟者使用不同方法，包括常规治
疗，提供建议和鼓励的信息；免费戒烟辅助手段，包
括尼古丁替代疗法、戒烟处方药品；600美元奖励和
免费戒烟辅助手段；扣钱（如果戒烟者没有完成目
标，将会从账户中扣除 600美元）和免费戒烟辅助手
段。上述 4种方法的成功率排名为：扣钱、现金奖
励、免费戒烟辅助手段、常规治疗。

少花钱、多存钱，一杯苦味饮料或能帮助保持好
的财务习惯。研究人员就情绪和味道对受访者消费倾
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假设情绪高兴的受访者更
可能消费，而非储蓄，以及刺激或苦味会改变情绪。
研究人员让受访者随机喝三种饮料：苦瓜味饮料、咸
味饮料或白水。喝白水的受访者显露出额外存钱的倾
向；喝苦瓜味饮料的受访者存钱倾向更明显，对未来
也更担忧。

想要多锻炼，不妨设立更高的步数目标。研究人
员发现，确立更高步数目标的人每天行走步数更多，
无论这一目标实现与否。有 148名大学雇员参加了这
项实验，他们每天都会得到自己步行步数的数据。另
外参加实验的64个人则每天都会收到与他们对比的步
数统计情况。后者每天的步数会超过前者。研究人员
认为，参考点对于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十分重要。

老爱吃垃圾食品，不妨推迟这种诱惑。研究人员
认为，每当想要减少某种行为时，与其发誓彻底断
绝，还不如考虑换个时间实施这种行为。当受访者可
以自由决定推迟某种诱惑时，他们的欲望值便会降
低，吃得也更少。而如果推迟到一个明确的日期，效
果就不明显。

道歉时只说句“对不起”可能还不够。近日，日
本神户大学、爱知医科大学、高知工科大学和名古屋
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人们的大脑活动发现，如果
打算真心实意地道歉，最好能付出一定代价，这样更
容易将诚意传递给对方。

研究团队构建了几种道歉场景，让25名大学生作
为接受道歉方参与试验，研究人员向他们描述了一些
机构存在责任的场景，比如政府故意隐瞒过去的不公
正行为，学校明知存在校园霸凌却疏于管理和某家房
地产公司销售的房屋抗震强度不达标等，在每个场景

中将参与者分组，接受不同方式的道歉。
随后，研究团队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扫描

了接受道歉的大学生大脑。结果发现，与不道歉或简
单的道歉相比，当机构在道歉的同时表示愿意付出一
定代价，比如补偿损失或认真调查事故原因，接受道
歉的人大脑中双侧颞顶交界处和楔前叶区域的活性更
强。先前的研究发现，在感受到诚意时，这些大脑区
域会变得活跃。发表在《社会神经科学》上的这项研
究成果表明，道歉时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使对方感受
到诚意。如果不这样做，道歉的效果欠佳。

有所补偿 道歉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