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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解惑

改 变 生 活 方 式 轻 松 控 制 高 血 压
□□ 王德昭

摇曳烛光

谭谈生命之房

血压是血液流动对血管壁产生
的侧压力，用袖带加压的方法能够
测得这个压力的数值。其中人体肱
动脉处测得的血压被作为血压是否
正常的标准，当这一数值≥140/
90mmHg 的时候，人体的血压就算
是升高了。

高血压主要损伤全身的血管，
大中小动脉都会受损，眼底、脑血
管、颈部血管、冠状动脉、大动
脉、肾动脉、下肢的动脉，这些动
脉供血的器官也会随之受损。

轻度高血压指的是一级高血
压 ， 也 就 是 在 140/90 mmHg 到
160/100mmHg之间的血压，这种轻

度的高血压可以通过非药物方法来
治疗。坚持3～6个月，如果血压仍
然不能低于 140/90mmHg，再考虑
药物治疗。

以下 123456780 法则供轻度高
血压患者参考。

每天一万步 运动能使血液循
环加速，增加血管的弹性，缓解小
动脉的压力，走路是其中一种可靠
的运动方式，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
高血压患者。

年轻人不妨长跑，适当增加运
动量；老年高血压患者则以快走为
主。

建议每天吃两个苹果 血压升
高与体内的钠盐含量过高有关。苹
果中的钾含量较高，每 100 克苹果
含钾 119 毫克。苹果中的钾能与人
体过剩的钠盐结合，使之排出体

外。此外，苹果中还含有丰富的磷
和铁等元素，易被肠道吸收，有补
脑养血、宁神安眠作用。

食物中的肉类占三成 人类是
以素食为主的杂食动物，肉类摄入
过多，会增加胆固醇的吸收，使血
液粘稠，动脉硬化，血压升高。所
以，无论是猪牛羊肉还是鸡鸭鱼
肉，应该在总体饮食结构中不超过
三成，过多的肉类食物不但增加胃
肠道负担，也增加肾脏肝脏和血管
的负担。

自我监测血压，一天4次 在
血压不稳定的时候，可以一天监测
四次血压，血压平稳以后，可以一
周测一天血压，这一天也要测四
次：早上6～7点，起床后半小时左
右；上午 9～10 点；下午 4～6 点；
晚上8～9点。

血压监测的时间点不是绝对
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
整，但是常规来说建议测 4 次，把
血压和心率都记录下来，以备就诊
时给医生参考。

五谷杂粮 食物中的主食成分
切忌单一，有些人喜欢吃米饭，有
些人喜欢吃馒头，然而一味地吃米
饭馒头会使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
应该多吃些五谷杂粮，特别是粗
粮，有助于维持体内 B 族维生素的
平衡。

B 族维生素对于人体的植物神
经系统调节特别重要，植物神经功
能失调，容易焦虑紧张，使血管收
缩舒张异常，导致血压波动。所
以，食物的多样性，特别是多吃五
谷杂粮，有助于降血压。

每日食盐的总量不超过6克 是

指要控制食物中的盐的摄入，每日
食盐的总量不超过 6 克，相当于一
个啤酒瓶盖那么多。

长期习惯高盐食品的患者一定
要控制食盐的总量，当食物中的盐
分少的时候，也一定不要用咸菜来
代替，咸菜中的食盐和亚硝酸盐含
量都很高，有促进动脉硬化和血压
升高的作用。所以，切记低盐饮食。

素食占七成，多吃蔬菜 指食
物中素食的总量占七成。多吃蔬
菜，尤其是绿叶菜，对降低血压和
胆固醇有很好的疗效。蔬菜要尽量
吃新鲜的，避免炖煮时间过久，破
坏蔬菜中的维生素成分。

多吃蔬菜还有助于清理肠道，
保持大便通畅。便秘也是老年人血
压控制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每餐八分饱 胃肠道的理想状态

是八分饱，饥饿和过饱都是不理想
的，前者会导致胃酸过多，损伤胃
黏膜，后者会使胃扩大，越吃越多。

八分饱其实很难控制，面对美
食，要能够忍痛割爱放下筷子，为
了血压稳定，为了身体的健康，忍
住美食的诱惑是非常重要的。

零吸烟 任何吸烟、二手烟，
甚至三手烟都要避免，烟草中的有
害成分会增加血压粘稠度并且使血
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

所以，要想血压恢复正常，首
先要做的就是远离烟草，包括电子
烟 （有统计数据表明，电子烟中的
有害物质不亚于真正的烟草）。

（作者系北京和睦家医院心血
管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心血管内
科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

每年的5月17日为“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也是诱发各种心脑、肾、血管病变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我国现已有3亿余人患有高血压，然而许多患者因早期症状不明显就觉得吃药控制是负担，从而忽视了早期高血压的治疗。

最早提倡洗手的是匈牙利医生伊格纳
兹·塞梅尔维斯 （Ignaz Semmelweis），他
在 1844 年至 1848 年期间工作于维也纳总
医院。这家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学医院
之一，它的产科病房非常大，被分成了两
个病房：一个是医生和他们的学生负责，
另一个是助产士和他们的学生负责。

然而，这些病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根据《皇家医学会杂志》2013年的一
篇文章报道，1840 年至 1846 年间，助产
士病房的产妇死亡率为36.2‰，而医生病
房的产妇死亡率为98.4‰。具体来说，医
生的病房有更高的“产褥热”，现在称为
链球菌感染。塞梅尔维斯开始寻找病房之
间的区别。

他发现，其中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在医生的病房，牧师会定期经过病房并按
下一个铃，作为最后的圣礼来纪念垂死的
妇女。塞梅尔维斯想知道女性死亡是不是
因为“听到铃声的心理恐惧，即使不是真
的会死，但是她仅仅是听到铃声，就认为
死亡降临。”塞梅尔维斯改变了牧师的经
过路线，但是没有任何区别。

1847年，塞梅尔维斯的同事雅各布·科

勒奇卡的去世给他带来了认识上的突破。
科勒奇卡在验尸时被手术刀割破了手指，
随后感染致死。塞梅尔维斯想知道类似的
感染是否会发生在医生的病房。

塞梅尔维斯意识到，与医院的助产士
不同的是，医生有时会在进行尸检后检查
产科病房的妇女。在缺乏细菌理论的情况
下，塞梅尔维斯认为科勒奇卡的死亡是因
为“尸体物质”通过他的伤口进入了他的
身体，而住在医生病房的妇女也可能会死
亡，因为医生手上的“尸体物质”通过她
们的生殖器进入了她们的身体。他开始要
求医生在尸检后用氯化石灰洗手。这是一
个巨大的进步。在 1848 年到 1859 年之
间，医生病房的产妇死亡率下降到与助产
士病房差不多的水平。

在 这 之 后 ， 这 个 故 事 变 得 有 点 争
议。塞梅尔维斯曾试图说服其他医院采
纳他的政策，但遭到了拒绝。医生们对
塞梅尔维斯在本质上暗示他们，要为杀
害这些妇女负责感到不高兴。而且，当
塞梅尔维斯最终发表 《产褥热的病因
学》 论文时，确实写得不是很好。论文
将细菌感染描述得漫无边际。塞梅尔维

斯坚持认为，所有的产褥热都是由尸体
或分解的动物物质引起的，这毫无道
理。产褥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染病，
在维也纳总医院的家庭分娩和助产士病
房中都有出现，在那里，尸体或腐烂的
动物物质不是一个因素。确保医生在尸
检后洗手是降低产褥热的一种方法，但
是塞梅尔维斯坚持认为这是唯一的方
法，这让他的同事疏远了他，因为在他
们看来似乎不太可能。

无论如何，塞梅尔维斯并不是 19 世
纪中期唯一意识到，医疗专业人员自身
的卫生习惯可能会对他们的病人产生影
响的医生。1843 年，美国医生奥利弗·温
德 尔·霍 姆 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手脏的医生可能
会导致病人的产褥热。被认为是现代护
理的创始人的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
尔 （Florence Nightingale），在 1860 年出
版的 《护理笔记》 一书中写道，“每个护
士都应该小心，在白天频繁洗手。”

尽管如此，直到科学家们偶然发现
了细菌理论，即某些疾病和感染是由我
们甚至看不见的微生物引起的，人们才

真正理解洗手的重要性。特别是，英国
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特 （Joseph Lister）
通过倡导外科医生在治疗病人之间洗手
和消毒器械，极大地降低了病人的死亡
率。

今天，医疗和卫生专业人员认为洗
手是一种重要的卫生习惯，对他们自己
和他们的病人都是如此。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 （CDC） 甚至提供了如何正
确洗手的指南。为了有效地杀死细菌，
CDC 提倡用肥皂洗手至少 20 秒，然后用
水冲洗干净。完全干燥也很重要，因为
潮湿的手更容易传播细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
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输卵管是发自子宫两侧的一对细长的
管状结构。从纯生物学角度而言，男女床
笫之间的浪漫故事，仅仅是一场更激动人
心的大戏的前戏而已：精子先生与卵子小
姐激情幽会并合二为一 （受精） 的欢乐
谷，是在子宫的东厢或西厢的一间宽大的
房间——输卵管壶腹部。

输卵管上风上水，是子宫的近邻，也
是最亲密的妯娌。输卵管从子宫的两侧角
部（子宫角）发出，左右伸展，长度与女
性中指差不多或者更长 （8 厘米～14 厘
米）。输卵管是一个中空的器官，近端管
腔与子宫腔相通，远端为伞端，与卵巢相
接近。输卵管的伞端犹如张开的手指（当
然更多、更细），活动状态与游动的水母
颇为相似。

输卵管神奇的构造，让它具有了两种
功能：第一就是充当红娘，能将子宫的顶
头上司 （卵巢） 排出的成熟的卵子小姐
（人类原始生命——受精卵中女性贡献的
物质）轻柔地拾取并送入输卵管，在那里
等待从男性的睾丸出发，经输精管，再经
女性阴道、宫颈、子宫腔和输卵管，不远
万里而来的精子先生（受精卵中男性贡献
的物质）的示爱和进攻。于是，输卵管自
然有了第二功能：为卵子小姐和精子先生
提供幽会场所。

精子先生与卵子小姐在输卵管幽会最
常选择的地方，在解剖学上有一个专门的

词儿：壶腹部。顾名思义，这部分的管腔
比较宽大，像水壶的肚子一样，而且也比
较长，有 5 厘米～8 厘米。不得不说，大
自然真是自有安排。您想想，精子先生和
卵子小姐相亲相爱的激情时刻，是在五星
级宾馆的总统套间爽快，还是在幼儿园的
小床上舒服呢？

可是，大自然更有安排。在紧邻输卵
管最宽大的壶腹部的近端，也就是靠近子
宫的地方，输卵管被分为两段，分别叫作

“峡部”和“间质部”，管腔一个比一个
窄！这可以理解为精子旅程中的收费站，
是给精子先生们的巨大考验。不妨想像一
下，如果上千万甚至上亿的精子，都能蜂
拥而至，到卵子小姐身旁，卵子小姐不被
淹死也会被吓死。所以，精子们需要经历

种种艰难险阻，只有经过长途奔袭之后仍
然健壮如牛的优秀精子，才可能有向卵子
小姐示爱的机会。某种程度上，峡部和间
质部就起到了关卡作用。

正常情况下，输卵管见证完毕精子先
生与卵子小姐在输卵管壶腹部的这场酣畅
淋漓的爱情仪式 （精子与卵子完成受精）
之后，就会赶着这个爱的结晶 （受精卵）
尽快离开，送它到子宫腔中的子宫内膜中
定居发育。如果没有及时坚壁清野地驱逐
受精卵，就会发生大麻烦——异位妊娠，
这是一种致命的妇科急症，以后有机会容
我详细道来。

要将受精卵及时输送到子宫腔而不是
使其错误地反方向进入腹腔，输卵管需要
有特殊的结构和功能。输卵管由 3 层构
成：外层为浆膜层，与覆盖在子宫和肠管
上面的浆膜一样，是腹膜的一部分；中层
为平滑肌层，这层肌肉的收缩使输卵管能
够像蛇一样蠕动，可以协助拾卵、运送受
精卵，并能在一定程度阻止经血逆流和宫
腔内感染向腹腔内扩散；内层为黏膜层，
被单层柱状上皮覆盖。上皮细胞分为好几
种，其中一种称为“纤毛细胞”，这种细
胞的纤毛能够摆动，可以协助运送受精
卵。

输卵管的管腔很细，容易因为各
种感染 （包括结核） 而发生阻塞。如
果输卵管在靠近子宫的管腔部位发生

了完全性堵塞，即使有大批的精子冲
锋到这里也无济于事，急得团团转之
后只好撞墙而尽；而隔墙相望的卵子
小姐唯有泪眼相向，爱莫能助。当她
终于明白精子先生没有崂山道士穿墙
而过的本事时，也会失望地死去。

反过来，如果输卵管靠近卵巢的
远端管腔发生了完全性堵塞，卵子小
姐不能如约到达输卵管，不远万里而
来的精子先生们也只好仰天长叹英雄
无用武之地。这些都会导致不孕的发
生。所幸现代医学技术已经能够绕过
这一阻塞，让精子先生和卵子小姐不
在这个传统的幽会场所相会，而在现
代化的玻璃屋子中 （试管、平皿） 幽
会结合，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试管
婴儿”。

说完了输卵管解剖结构和生理，我们
接着说说距离子宫稍远，但却具有婆媳关
系的邻居，女性的性腺，即主管子宫功能
和红颜一生枯荣兴衰的太后级人物——卵
巢。下期请看“弹丸之地太后临：卵巢的
结构和功能简介”。

（作者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第三届“国之名医”）

科普时报讯 5 月 18 日，中国医学救援
协会会长李宗浩做客 2020 全国两会“健康
中国人”系列圆桌论坛。在由中国心血管
健康联盟和人民网·人民健康共同主办的

“后疫情时代·心血管疾病救治的新拐点”
的专场论坛上，李宗浩表示，心脏骤停是
世界性的重大卫生问题，加强心脏骤停的
抢救需要紧密结合医院内外，共同规范心
肺复苏标准。

疫情期间，个别医务人员因工作繁忙突
发心脏骤停离世，令人心痛不已。对此，李
宗浩表示，疫情的肆虐加强了我们对常态下
心肺急救话题的关注。专家建议，要提升医
院外现场第一目击者的急救水平，有效推广
标准的心肺复苏技术，给心脏骤停患者更多
获得急救的机会。可以利用现代化科技信
息，将院外抢救和院内抢救有机结合，缩短
送治时间，规范急救流程。

同时，李宗浩还建议，社会各界要更加
科学和全面地开展大规模的心肺复苏培训，
充分利用此次疫情的经验，通过在线沟通为
条件有限的地区提供培训资源。

春 季 养 肝 要 多 “ 吃 肝 ”？
流言：中国有俗语说，“春季养肝”，要多吃猪肝。
真相：肝脏是人体重要的免疫代谢器官，它掌控

着营养物质的储蓄和运输流通功能。如果肝脏的代谢
功能受损，会引发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等多种疾
病。健康的肝脏能增加人体免疫力，减少生病。

动物肝脏是动物储备营养素的大本营，它的蛋白
质含量比瘦猪肉还丰富，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
奶、蛋、肉、鱼等食物。它还含有数量丰富且吸收率
非常高的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D、维生素
B2、维生素B12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因此，适当吃动
物肝脏对于人体获得维生素A、铁、B族维生素等都
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吃进去的动物肝脏会
被消化成氨基酸、脂肪酸等几种小分子的物质，并不
能达到吃啥补啥的效果。而人体肝脏是否健康，其实
跟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仅靠吃肝
脏是无法起到养肝效果的。

加湿器会加大室内污染？
流言：开启加湿器后，用PM2.5检测仪靠近加湿器

喷口，检测数值升高，说明室内空气处于重污染水平。
真相：正常使用加湿器的确会使一些PM2.5检测

仪数值升高，但那是因为水蒸汽所致，与雾霾没有任
何关系。

雾霾污染指的是有害物质附着在颗粒物上。加湿
器是将水雾化后喷出水蒸汽，增加室内空气湿度。目
前市面上的PM2.5检测设备，采用的是相对简便易行
的“激光散射法”进行颗粒物检测。这种检测方法无
法区分颗粒物和水蒸汽，加上水蒸汽的直径在0.5微
米至10微米之间，也就是PM0.5至PM10的水平，因
此很容易被一并纳入PM2.5检测仪的数值计算中。

从保养加湿器的角度，使用纯净水或者蒸馏水会更
好一些。平时也要注意对加湿器进行及时的清洗和保养，
勤换水，否则加湿器滋生病菌，的确会给健康带来危害。

（科普中国科学辟谣平台、蝌蚪五线谱网、北京
晚报、中国新闻网等共同发布）

直到19世纪中期，医生们才意识到不洗手不消毒，直接从尸体解剖室到产科病房是错误的。预防流感和其他病毒传播
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洗手，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常识。但是，那时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医生即使意识到这些，他们也仅仅是在
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洗手。

第 一 个 发 现 洗 手 重 要 性 的 人
□□ 李大光

激 情 迸 发 映 两 厢 ： 输 卵 管 解 剖 结 构 和 生 理
□□ 谭先杰

心脏骤停急救
需医院内外紧密结合

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

有鉴于饮食与老年痴呆症风险之间的关
系从未考虑到原发性偏倚的可能性 （即反向
因果关系），近期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波尔多
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小组发表在

《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几乎
不吃肉的人容易得老年痴呆症。

研究小组对 3 个城市 65 岁以上 5934 名
男女的饮食生活，进行了为期 12 年的每 2～
4 年一次的随访和追踪调查，了解老年痴呆
症的发病状况，并将纳入后前 4 年内发生的
所有老年痴呆症病例排除在分析之外。结
果表明，肉 （含鸡肉） 的消费量在每周 1 次
以下，与每周 4 次以上者相比，老年痴呆症
的风险增加了 58%，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增
加了 67%。而鱼贝类、水果、蔬菜的摄取量
和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之
间没有关系。

研究人员认为，非常低的肉类消费会增
加老年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长期风险，
可能与维生素B12不足有关。

（宁蔚夏）

吃肉太少易患
老年痴呆症缺 铁 性 贫 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