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心，无症状房颤危害更大

房颤那些事

专 栏 简 介

本专栏由山东
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心内科
暨上海交通大学
房颤诊治中心山
东分中心专家团
队倾力打造，旨在
普及房颤知识，规
范房颤治疗，服务
广大房颤患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焦守广

中医战“疫”，成效显著

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中
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预防
和疾病早期介入上取得了非常
明显的成效。

在山东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的若干措
施》中，要求充分发挥中医药作
用，加大中医药预防保健知识
和技能的宣传力度。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
宝，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
慧，”山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
护士长高瞻作为山东援助湖
北医疗队队员出征湖北。在湖
北，她将中医药以及中医特色
护理应用到新冠肺炎防治工
作中。

在本次疫情中，中医药与
西医共同参与，全程协作，优势
互补，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彰显了其在疾病预防、
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高瞻
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整体
论，对疾病进行辨证施护，并运
用中医技术与方法，对患者及
人群施以技术。

在前线，医护人员还为患
者开展了耳穴压豆、穴位按
摩、五音疗法等一系列中医治
疗方法。“耳穴压豆由于操作
简便，我们开展较多。用于改
善患者失眠、腹泻、咳嗽的症
状。另外，其在情志护理方向，
可减轻患者紧张、焦虑的情

况。”高瞻说。
高瞻将在前线应用的一

系列中医方法和特色护理总
结整理后，在中医百家讲坛以

《中医治疫病与辨证施护》为
题开讲，详细介绍和推广了中
医防疫的特色和优势。

总关注量超160万
作品持续发布中

2月上旬，为了宣传中医

药防控，助力全民战“疫”，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启动“第二
届山东中医百家讲坛——— 中
医防疫专场暨中医防疫知识”
科普活动。

《疫情期间失眠怎么办？》
《儿童肺炎的中医调护》《中医
治疫病与辨证施护》……通过
机构自荐、大众推荐、媒体发
掘等方式，齐鲁壹点面向全省
征集了一大批呼吸道疾病中
医防治科普短文和短视频。

截至目前，共收到各类作
品100余篇/条，经过筛选陆续
发布23篇/条。这些作品介绍
了中医调护、外治方法、退烧
方剂、艾灸防疫等中医防治方
法。目前，作品仍在持续发布
中。

截至3月30日11:00，齐鲁
壹点“中医防疫”专题+情报站
话题 +报纸专栏总关注量超
160万。

据了解，本次防疫专场结
束后，第二届山东中医百家讲
坛将进入中医常规科普阶段，
各中医机构及中医从业者均
可报名参加，内容以养生保
健、未病防治、康复护理为主。

“中医防疫”话题获超160万人次关注
养生保健、未病防治、康复护理……“中医百家讲坛”继续邀您来讲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聪聪
指导专家 王营

房颤顾名思义“心房乱
颤”，其症状因人而异，与发病
时患者的心室率、房颤持续时
间、心功能、伴随疾病、患者对
症状的敏感性等多种因素有
关。

心悸、胸闷、头晕、乏力是
房颤常见的症状，有患者把这
些症状比作小偷被抓时的感
觉，即感到有心慌、胸口怦怦
跳，头晕，没劲儿，易疲劳，运动
量降低，还可能伴随“被抓后”
的紧张焦虑、害怕恐惧等。
有些患者会感觉晕厥、黑朦。患
者平时心跳较慢，房颤发作时
心跳较快，临床上称之为慢快
综合征；另有部分患者平时心
跳基本正常，当房颤终止时心
脏会停跳几秒，即快慢综合征。
二者均可导致晕厥或眼前发
黑，但它们发病机制不同，治疗

策略也截然不同。
还有一部分患者，除了自

己摸脉搏、测心率发现心跳的
不齐或者心电图发现有房颤以
外，感觉一切如常，大都是体检
时才发现，也称为无症状房颤。
无症状性房颤可能比有症状的
房颤危害要更大一些，因为没
有症状，很多患者就不会及时
治疗，发生中风或者心衰的可
能性就比较大，不少患者是脑
梗以后才发现有房颤，治疗时
难免有些遗憾。

对于原有冠心病、心力衰
竭等伴发房颤的患者，基础疾
病的症状会因房颤的发作而加
重，如房颤加重心肌缺血引起
的心绞痛发作，加重心衰而出
现胸闷、气促、水肿等症状。

通常患者的房颤在劳累、
饮酒、夜间发作，这多半与房颤
发作的优势支配神经有关，但
这些诱因或发作规律并不固
定，对于诊断及治疗的意义不
大，患者朋友不必过度关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房颤
症状的轻重并不能完全代表房
颤的严重程度，症状是我们的
主观感受，每个人对于身体不
适的感知力及耐受力均不相
同。女性及相对年轻的患者容
易有症状，而房颤病程较长者、
老年患者及糖尿病患者症状往
往不明显，但这些反而是房颤
并发症的高危患者。专家建议
有房颤疑似症状的患者及时专
科就诊，明确诊断，而体检发现
的无症状房颤患者应尽早接受
规范抗凝或房颤导管消融治
疗，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房颤专家团队核心成员简介：

刘旭教授，现任上海交通
大学胸科医院房颤中心主任，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优秀学
科带头人，上海市医学领军人
才，上海市银蛇奖获得者，徐汇
区十六届人大代表，是国内较
早开展射频消融临床应用的医

师之一，为房颤诊疗领域国际
著名专家，尤其擅长房颤和复
杂性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对
老年人及儿童快速型心律失常
的射频消融亦有较深的造诣，
目前已完成5万例心律失常的
导管消融治疗，其中房颤导管
消融超过3万例。

房颤咨询及专家预约热
线：0531-5819 6645

下期内容预告：房颤那些
事--房颤的危害

更多详情可关注

科室公众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启动的“第二届山东中医

百家讲坛——— 中医防疫专场暨中医防疫知识”科

普活动进入尾声，截至3月30日11:00，齐鲁壹点“中

医防疫”活动总关注量超160万人次。

科普短文要求字
数在1500字以内，内
容为原创，积极健康、
立意鲜明、创意新颖，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根据各自的技术特
色，从中医角度讲述
养生保健理念及小妙
招、小药方等，兼具科
学性和趣味性。也可
围绕某一病种，谈一
下中医对其的防与
治；或某一味中药，介
绍该中药药性及使用
方法。

短视频可使用手
机或单反等高清设备
拍摄，也可是独立制
作经过剪辑处理的作
品，画面清晰、音质流
畅，同期声普通话、方
言皆可，MP4格式，大
小不超20M，分辨率不
低于720p，时长为1-3
分钟。(短视频内容要
求同文字)

作者(出镜者)要
具有医学背景，并取
得执业医师资格证
书，每个中医机构提
供一条中医科普短文
或短视频参赛。作品
发至 q l j k g z s 2 0 1 6@
163 .com邮箱或晚报
工 作 人 员 微 信

“337170880”。

中医科普知识

欢迎您来讲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通讯员 宋风玲

有些宝爸宝妈表示疑惑，
市面上这么多体温计怎么选
择？给宝宝测体温奶奶测的和
妈妈测的为啥不一致？……针
对家长的这些问题，山东大学
齐鲁儿童医院医生给您详解。

对于儿童体温的测量，目
前市场上有有很多种类型的
体温表或者体温计，水银温度
计、电子体温计、红外线体温
计，也有耳温计等等。其实，尽
管电子体温计越来越普遍，但
水银体温计以其测量准确度
高、价格便宜实惠等特点，仍
在很多家庭占有一席之地。对
居家测温来说，不建议选择测
温枪或者耳温计给孩子测体
温。

给宝宝测体温有哪些注
意事项？1 .宝宝餐后、吃奶后、
大量喝水后，不要立即给宝宝
测量体温，剧烈运动、哭闹或
者是进行冷、热敷，也请休息20
-30分钟后再进行体温测量。2 .
体温有小幅度变化，宝宝早上
的体温较低，下午及傍晚体温
可能较早上体温高一点，情绪
变化时体温可能也会有短暂
骤变。不要体温略高一点就盲
目断定孩子发烧了，如果判断
失误而给宝宝误食退烧药，可
能适得其反。3 .如果测得的体
温过高或过低，应多次进行测
量，以排除测量的误差。

温馨提示：若水银体温计
不慎破损，要远离碎表周围区
域，打开门窗加强通风，关闭
取暖器、空调等取暖设备；再
用锡纸、湿棉棒、宽胶带等收
集，统一装在袋内或瓶内封
好，按垃圾分类标准，所有水
银废物应放在有害垃圾回收
桶内；严禁徒手抓取水银或倒
入下水道。

你
会
给
孩
子
测
体
温
吗


扫码查看“中医防疫”

科普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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