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心臟健康
預防為主
心血管疾病(CVD)是美國和紐約
州的主要死亡原因。2015年在紐
約州，心血管疾病導致的死亡人
數超過54,000人。

（文源：webmd.com / aarp.org）

心臟病發作時的症狀是什麼？

當

您心臟病發作時，您可能會出現
各種症狀，例如胸部中央的擠壓
和灼痛，或感到胸口充滿氣壓。疼痛可
能會轉移到您的脖子、手臂、肩膀或下
顎。胸部不適會持續超過幾分鐘，痛感
可能會短暫減輕，然後又會繼續反覆。
您可能遇到的其他一些症狀是：
•
•
•
•
•
•
•
•

呼吸短促，頭暈
噁心、胃灼熱或胃部不適
出汗或發冷
脈衝微弱及快速
心跳不規則
皮膚溼冷及臉色發灰
暈倒或喪失意識
疲勞

心臟病發作的感覺如何？
心臟病發作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症狀，常
常被誤認為是疲勞或嚴重感冒這樣的簡
單症狀，而這正是使他們如此危險的原
因。事實上，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
患者被診斷出患有流感後一週內心臟病
發作的可能性會增加六倍。
沒有醫生可以告訴您當心臟病或中風發
作時的感覺是否是實際的那樣。在美國
心臟協會（AHA）的調查中，通過眾
多心臟病患者都回憶並自述了發病時的
感覺，他們描述了在經歷症狀時的感受
如下：
•
•

您或許不會經歷所有的這些症狀。有
些人沒有任何症狀，就是所謂的無症
狀缺血。如果您是女性，可能會出現
與男性不同的症狀。也許沒有胸痛，
但或伴有其他症狀，例如上腹、下
顎、背部或頸部疼痛，也可能還有呼
吸短促或神經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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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像一下，一個40噸重的十八輪大
卡車壓在您的胸前。
心臟病發作和中風往往被誤解為疲
勞，嚴重感冒或流感等簡單的症
狀。
曾嘗試過打保齡球時，同時擲出兩
個保齡球嗎？心臟病發作或中風時
手臂的感覺就是那樣。
心臟病發作和中風患者有時會出現
視力變化。

• 盡量吃的好
在飲食方面應添加大
量的水果、蔬菜、穀物和富含奧米
加-3(Omega-3)脂肪酸的食物，
如新鮮的金槍魚和鯡魚。減少鹽、
糖、飽和脂肪和紅肉的食用，盡量
避免反式脂肪。多樣化的飲食結構
是獲得人體所需營養的重要保證。
• 放鬆下來
找一個適合您的放鬆方
法。例如瑜伽、冥想、下班後放鬆
身心等方式，這些都可以幫助您減
輕壓力。憤怒和攻擊性的情緒也可
能導致心臟病發作，因此要時常保
持冷靜和克制。
• 停止吸煙
如果您從不吸煙，恭喜
您！如果您已經開始戒煙，那就太
棒了。如果您仍然在吸煙，請盡快
停止。諮詢您的醫生，瞭解哪種戒
煙方式最適合您。即使每天吸煙少
於五支的人也可能會出現心臟病的
早期跡象。現在開始戒煙，在短短
一年內，您可以大大降低心臟病發
作的風險。
• 密切注意您的血壓
若血壓過高，
心臟病發作的風險就會增加。情緒
管理、飲食健康和定期運動可以幫
助您控制血壓。您的醫生也可能會
用藥物來控制您的血壓水平。
• 注意您的血糖
在糖尿病前期和
糖尿病階段，血液中的糖分過多會
損害動脈。與您的醫生一起控制血
糖水平，從而降低心臟病發作或中
風的機率。請記住，僅憑您自身的
感覺，無法判斷您是否患有糖尿病
（或是高血壓、高膽固醇）。
• 瞭解膽固醇
血液流經血管時會
滴下膽固醇、脂肪和鈣，在動脈中
形成斑塊積聚。太多的斑塊會使心
臟病發作的可能性增大。如果您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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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心臟病

知道您的膽固醇水平，請聯繫醫生
幫您進行血液檢查。
控制您的體重
超重會使您的心臟
受到威脅。鍛煉和良好的飲食會幫
助您減輕心臟的負擔。請諮詢您的
醫生或營養師如何達到您的標準體
重。
服用阿司匹林
與您的醫生討論服
用阿司匹林的問題。阿斯匹林對於
某些人，可降低心臟病發作的風
險。
經常運動
在社區內散步或出去游
泳。無論哪種活動，只要是適合您
的需要，盡量去做！經常運動可以
幫助預防心臟病，降低血壓，改善
膽固醇水平。
保持社交
與您的朋友和家人保持
聯繫。研究表明，擁有更多社交活
動的人不太容易患心臟病。隨著您
的社交網擴大和不斷地結識新朋
友，您就能感覺到這會對心臟健康
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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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發作後的恢復

營養與飲食

心臟病發作後的長期恢復需要心理和生
活方式的調整：戒煙至關重要。大多數
心臟病發作的患者每天服用阿司匹林片
來稀釋血液並幫助預防未來的心臟病發
作的風險。醫生也會根據患者的情況對
症下藥。

心臟健康飲食的基本目標是減少每天食用
鹽、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及糖的攝入量以
控制血壓、膽固醇和體重。根據美國心臟
協會，目標是每天攝入不超過2,300毫克
的鈉；飽和脂肪減少到不超過總卡路里的
5％到6％(對於每天攝入2000卡路里的人
來說，約是13克飽和脂肪)；每天添加糖
量，建議女性不超過6茶匙，男性不超過
9茶匙。此外，可使用營養成分標籤上的
每日食用百分比數值(%DV)來幫助選擇
包裝食品。建議選擇小於5%DV的鹽、
糖、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含量的食品和多
於20%DV膳食纖維含量的食品。多選擇
富含奧米加-3(Omega-3)脂肪酸的健康
脂肪如鮭魚、鮪魚、鯖魚、亞麻籽、胡桃
和芥花油；高膳食纖維如水果、蔬菜、全
穀類、乾豆等健康食物可幫助預防未來的
心臟病發作。

心臟病發作後的鍛煉
定期的有氧運動極大的幫助了心臟病發
作後恢復的階段，並預防未來的心臟病
發作。如果您已經有心臟方面的問題，
請在開始鍛煉計劃之前諮詢您的醫生，
以確定多少的運動量是安全的。
建議心臟病發作患者在康復的前幾個月
內與其他人一起鍛煉，而不是單獨鍛
煉。許多醫院和社區健康康復中心提供
醫生監督的心臟康復計劃，可以教您安
全運動以及如何達到標準心率水平。重
要的是，在心臟病發生後的運動過程
中，您的心臟會受到監控，以確保無不
規則或危險的心律，並幫助評估心率。
放鬆身心
壓力是您可以控制的風險因素之一，以
預防心臟病發作和幫助恢復。許多項目
例如冥想和瑜伽等都可以用來放
鬆身心。身心放鬆也被證明可以
緩解恢復期所產生的疼痛。
心態是心臟病發作後恢復的另一
個考慮因素。對恢復持積極態度
的人往往會做得更好。您可能會
發現特定的身心技巧可以幫助您
專注於積極的想法。與其他人一
樣，參加互助小組分享情感是十
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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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多 證 據 表 明 ， 被 稱 為 自 由 基 (free
radicals)的不穩定化合物通過促進冠
狀動脈中的動脈粥樣硬化，會使身體
更容易受到心臟病的侵襲。抗氧化劑
(antioxidants)通過與氧化劑結合而起作
用以使自由基失活。這些抗氧化劑存在
於水果、蔬菜和全穀物中。然而，以補
充劑的形式服用這些營養素並未顯示可
改善心臟健康，因此不推薦。

健康常識 HEALTH FACTS

「頭號殺手」是什麼

全球十大死亡原因

（文源：英國廣播電台網）

隨

著醫療衛生的進步和改善，全
球人口預期壽命持續提高。例
如，1950年代，全球人口出生時的平均
預期壽命為46歲。但是到了2018年，已
經提高到72歲。
儘管如此，在世界範圍內仍有許多人過
早夭折，或是死於本來可以預防的疾
病。死於戰爭、恐怖主義及自然災害等
死亡總數加在一起只佔全球總死亡率的
不到0.5%。

人死亡。70%以上的人死於非傳染性慢
性病。
其中，最大的單一殺手則是心血管疾
病，即跟心臟和動脈有關的疾病。每3
個人當中就有1人死於與心血管有關的
疾病。如果按順序排列，排在前10名的
死亡原因分別是：

那麼，到底是什麼才是造成人類死亡的
頭號殺手呢？2018年，全球共有5600萬

1.
2.
3.
4.
5.

心血管疾病
癌症
呼吸系統疾病
糖尿病
下呼吸道感染

6. 阿茲海默症
7. 新生兒死亡
8. 腹瀉病
9. 交通事故
10. 肝病

醫療器材總匯
輪椅

輕便輪椅

有輪及椅助行器

電動充氣床墊

醫院床

Accredited by the Join tÊCommiss 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美國醫療機構評鑑聯合會認可供應商

沖涼椅

浴室扶手
Join tÊCommiss ion

Accredited by the Joint Commission

Accredited by the Join tÊCommiss 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腰帶

活動餐檯

電熱毯

成人尿片

血壓器

電動奶�

營養奶

假髮

義乳

義乳胸圍

糖尿鞋/保健鞋

醫療鞋

護手腕帶

有鐵護膝

Confucius Pharmacy Inc.
has earned the Joint Commission's Gold Seal of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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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防中暑
（文源：mayoclinic.org）

中

暑是由身體過熱引起的一種疾
病，通常是由於在高溫下長時間
暴露或體力消耗造成的。如果您的體溫
升至104華氏度（40攝氏度）或更高，
可能會發生這種最嚴重的熱損傷——中
暑。這種情況在夏季最常見。
中暑需要緊急治療，未經治療的中暑會
迅速損害您的大腦、心臟、腎臟和肌
肉。損害將逐步加劇，治療時間越長，
並發症或死亡的風險就越大。
中暑的症狀和體徵包括：
• 體溫高 使用溫度計測量的體溫若是
104華氏度（40攝氏度）或更高，
那麼這基本上就是中暑的信號。
• 改變精神狀態或行為 中暑可引起混
亂、情緒激動、言語不清、煩躁、
譫妄、癲癇發作和昏迷。
• 出汗改變 在炎熱的天氣帶來的中暑
中，您的皮膚會感覺炎熱乾燥。然
而，劇烈運動帶來的中暑時，您的
皮膚可能會感覺乾燥或略微潮濕。
• 噁心和嘔吐 您的胃可能會感到噁心
想吐。
• 皮膚泛紅 您的皮膚可能會隨著體溫
升高而變紅。
• 呼吸急促 您的呼吸會急促且短。
• 心率加劇 您的脈搏會顯著增加，因
為熱應激在冷卻身體的時候給您的
心臟帶來了巨大的負擔。
• 頭痛 您的頭可能會產生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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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可能因以下原因而發生：
• 暴露在炎熱的環境中 一種典型的非
勞累中暑，處於炎熱的環境中會導
致體溫升高。這種類型的中暑通常
發生在長時間暴露於炎熱潮濕的天
氣之後。一般情況下老年人和慢性
病患者發病風險較大。
• 劇烈活動 勞累中暑是由於炎熱天氣
中強烈的身體活動導致的體溫升高
引起的。任何在炎熱天氣下鍛煉或
工作的人都會發生勞累性中暑，但
如果您習慣了高溫，也有可能不會
出現中暑的情況。
任何人都有可能中暑，但以下因素會增
加您的風險：
• 年齡 您應對極端高溫的能力取決於
您的中樞神經系統的強度。在很小
的時候，中樞神經系統還沒有完全
發育，而在65歲以上的成年人中，
中樞神經系統開始惡化，使得您的
身體不能應對體溫的變化。這兩個
年齡段通常難以保持水分，同時也
增加了風險。
• 在炎熱的天氣裡運動 在炎熱的天氣
中進行訓練或體育運動，如足球或
長跑比賽，都可能會導致中暑。
• 突然暴露在炎熱的天氣中 若您暴露
於溫度突然升高，例如在初夏的熱
浪期間或者在炎熱的氣候中旅行，
您可能更容易受到與熱有關的疾病
的影響。限制自己的外出活動，逐

健康常識 HEALTH FACTS

步適應氣
候變化。但
是，在連續
經歷了幾
週的高溫之
後，您可能
仍會增加中
暑的風險。
• 缺乏空調
夏季使用風
扇可能會讓
您感覺更
好，但在持
續炎熱的天
氣中，空調
是降溫和降
低濕度的最有效方法。
• 某些健康狀況 某些慢性疾病，如心
臟病或肺部疾病，可能會增加中暑
的風險。因此肥胖、久坐不動並且
有過往中暑史的人更易發生中暑。
中暑是可預測和可預防的。在酷暑中採
取以下措施防止中暑：
• 穿寬鬆，輕便的衣服 穿過多的衣服
或緊身衣服會讓您的體溫無法正常
下降。
• 防止曬傷 曬傷會影響身體自我冷卻
的能力，所以在室外用太陽帽和太
陽鏡保護自己，並使用防曬指數至
少為30的防曬霜。每隔兩小時重新
塗抹一次防曬霜。
• 多喝水 保持足夠的水分有助於身體
出汗從而維持正常的體溫。
• 藥物的額外預防措施 如果您服用的
藥物會影響您的身體對於出汗和散
熱的效果，請及時諮詢您的醫生。
• 切勿將任何人留在車中 這是兒童熱
死亡的常見原因。停在陽光下時，

（圖源：nextavenue.org）

車內溫度可在10分鐘內升高20華氏
度（超過6.7攝氏度）。即使窗戶
留有縫隙或汽車在陰涼處，將人置
於炎熱天氣下的車輛中也是不安全
的。當您的車停放時，請將其鎖好
以防止兒童進入車內。
• 在最熱的時候放鬆一下 如果在炎熱
的天氣裡無法避免劇烈活動，請時
常在涼爽的地方喝水休息。盡量嘗
試在一天中較涼爽的時段，如清晨
或傍晚時再安排運動或體力勞動。
• 適應環境 限制在高溫下工作或鍛煉
的時間，不習慣炎熱天氣的人特別
容易受到與熱有關的疾病的影響。
您的身體可能需要數週時間才能適
應炎熱的天氣。
• 若屬於高風險群體，請務必謹慎 如
果您服用藥物或患有可能增加與熱
相關問題的風險，請避免高溫並在
發現過熱症狀時迅速採取行動。如
果您在炎熱的天氣參加劇烈的體育
賽事或活動，請確保發生高溫緊急
意外時可獲得及時的醫務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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