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疾病，但绝大部分
人对高血压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很
多人认为得了高血压，吃降压药就是了，其实
不然。导致血压升高的原因，大部分人是查
不出来的，能够找到病因的这部分人，如果不
能得到准确的诊治，可能会酿成严重后果，所
以高血压初诊时应当及时筛查。

没排查病因 再检查已发展至
尿毒症

40岁的周先生因胸闷、气喘、呼吸困难
来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血管科就诊，
经主任医师谷明林检查后发现，患者有高血
压，诊断为高血压病、高血压心脏病、心力衰
竭，并收治入院。住院期间临床观察发现，
周先生夜间鼾声如雷，还有严重的憋气现
象，经检查诊断为重度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住院期间给予降压、抗心衰，使用无创
呼吸机辅助通气，很快恢复出院。

黄先生在30多岁偶然间测得血压高，
就开始服用降压药，因无症状也没有注意复
测血压，3年后出现乏力、浮肿、面色蜡黄等
症状，再经检查发现已至尿毒症期，尽管后
来经过透析等治疗，还是于5年后去世了。
如果初诊高血压时进一步排查病因，很可能
高血压只是肾病早期的一个临床表现，合理
治疗肾病也许预后会好转。

继发性高血压往往有迹可循
高血压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

压，原发性高血压是在现实治疗情况找不到明
确病因的，继发性高血压往往是由其他疾病引
起的，血压升高只是疾病多种症状中的一种，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仔细排查血压升高的病
因。继发性高血压往往有迹可循，它有发病年
龄早、血压水平持续较高或波动较大、并发症发
生早而严重、多种降压药联合仍难以控制等临
床特点，只要找到血压升高的原发病，随着原发
病的矫治，部分患者血压可以恢复正常，也不像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那样需要终年服药。

继发性高血压病因复杂 且相
互影响

继发性高血压的病因非常多，有时互相
影响或者同时存在。前面所提到的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是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病因
之一，也很容易被忽视。其次是肾脏疾病，
是临床继发性高血压第二大常见病因。肾
上腺疾病比如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或嗜铬
细胞瘤也是其主要病因。药物性高血压如
激素类药物、长期服用甘草类及相关制剂、
止痛剂等，这种情况下要综合考虑治疗其
他疾病和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再选择治疗
方案。其他病因如甲亢、甲减等很多症状
亦可导致血压升高。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动态血压监测和家庭自我血压测量是非常
重要的测量血压手段，只有血压确实高了，
才需要进行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
的鉴别。 通讯员 殷舒月 罗鑫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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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闷心慌一个月
中医良方驱病痛

今年84岁的市民尹奶奶，前
不久因为持续胸闷心慌近一个
月到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心
内科（心 血 管 病 科）就诊。此前
胸闷心慌反复发作，时轻时重，
但是却没有明显诱因，一般会持
续 3~4分钟，口服复方丹参滴丸
或休息后虽能缓解，但是总是病
情反复。到医院检查发现，血脂
胆固醇、甘油三酯均升高，就诊
的时候尹奶奶面色晦滞，依旧胸
闷、心慌、气短，还有神疲、乏力
等症状。

经过中西医结合诊断，尹奶
奶患的是胸痹，属于气阴两虚、
痰淤痹阻的证型。西医诊断为
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还有高
脂血症，另外伴有心律失常。因
为单纯的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科
（心血管病科）作为南京市中医
重点专科建设单位，积极发挥中
医特色优势，为尹奶奶制定了中
西医结合，中医益气养阴，化痰
祛淤的治疗方案。还给她对证
服用了该院心内科特制的养心
膏。经过中西医结合调理，尹奶
奶的心慌胸闷等症状开始好转，
面色也逐渐红润起来，腿脚也有
劲了，饮食、睡眠、大小便都恢复
正常。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
科（心血管病科）主任邢俊武介绍
说，中医经典著作《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中记载：“年四十而阴气
自半也”，尹奶奶已经年过八旬，
结合她的主要症状提示已经出现
气阴两虚。她又嗜烟酒四十年，
脏腑功能失调，脾胃也损伤了，出
现了痰阻气滞、血行不畅、痰淤痹
阻，导致胸闷心慌等症状。养心
膏等中药制剂可以益气养阴、化
痰祛淤。尹奶奶之后胸闷心慌未
再发作，面色保持红润，对中医也
更加信赖。

通讯员 杨璞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老小区装电梯
一楼住户有权反对吗

陈先生：我们小区是老小
区，而且住户里面老年人居多，
因为没有电梯，日常上下楼出行
特别不方便。所以我们这栋楼
高层住户得知国家有出台老旧
小区院落加装电梯的政策后，就
联合全体住户协商加装电梯。
当时通过投票表决，这栋楼 12
户业主均同意加装电梯，电梯加
装意见也经过了相关部门的批
准，此后业主们还共同签署了一
份委托书，由委托代理人代理加
装电梯所有事务。可是工程刚
施工没多久，却遭到 1 楼住户的
阻拦。施工被阻，电梯加装难以
进行，加装合同也面临违约。请
问 1 楼住户有没有权利阻止我
们加装电梯？

答：没有。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
规定，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即业主申请增设电梯）
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
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
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同意。根据您的描述，在征集
业主意见时，整栋楼12户业主
都同意，且1楼业主知晓情况，
在电梯增设过程中相关业主协
议书和电梯加装方案图公示期
间，没有提出异议。因此您这
栋楼加装电梯事项符合相关法
律的规定。另外，加装电梯相
关流程也已按要求进行，且符
合规定。因此，您加装电梯的
行为是正当的，1楼住户如没
有其他原因，没有权利阻止您
加装电梯。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王小姐：最近有时总感觉皮肤瘙痒，手
臂等处有高于皮肤之上的红疹子，请问该怎
么办？

江苏省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中医师张
璐璐：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病程描述考虑为慢
性荨麻疹。该病病因较为复杂，除过敏反应
外也和机体免疫功能相关。所以治疗方面
除长期口服抗组胺药物，缓慢减量治疗之外，
还应避免劳累、压力，调整自己机体状态，同
时可以辅以中医中药治疗。少数治疗效果
欠佳患者需进行自身血清实验、过敏原检查
等化验。门诊时间：周二、周三、周五全天。

蒋女士：经常头晕，一到月经期就会腰

痛、恶心，浑身不舒服，手脚冰凉，到了冬天，
更是冷，请问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主任
王长松：这位患者可能是由于气血不足导致
出现月经期的一系列症状。建议进行艾灸，
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八珍汤（主要食料：人
参、白术、白茯苓、当归、川芎、白芍药、熟地
黄、甘草）、养血饮（主要食料：当归、黄芪、鹿
角胶、阿胶、大枣）等补气血的中药。平时生
活中，注意保暖，最好不要吃生冷食物。

专家门诊时间：周二上午，周三下午，周
五上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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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脑卒中大会
“省人医模式”获多项殊荣

5月13日至16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主办的“2021年中
国脑卒中大会暨第十一届全国心脑血管病
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受脑
防委委托，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带来的“脑卒中多学科合
作发展论坛（江苏省人民医院模式）”专题论
坛在会上大放异彩，该院脑卒中多学科合作
发展模式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高度认
可和与会专家们的高度赞扬。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卒中防治工程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巢葆华说，卒中中心建设
的核心在于多学科的融合，江苏省人民医院
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执行主任施海彬教
授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了多学科合作发展模
式，积累了较好的多学科合作融合发展经
验，此次会议安排这场论坛意义重大。他希
望与会代表学习江苏省人民医院卒中中心
多学科合作发展模式，将其作为推动所在医
院卒中中心建设的抓手。

会上传来喜讯，江苏省人民医院卒中中
心再次被授予国家卫健委“脑卒中筛查与防
治基地”和“示范高级卒中中心”；卒中中心执
行主任、介入科主任施海彬教授被授予国家
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十周年杰出贡献

奖”，这是他继2017年荣获国家卫健委脑卒
中防治工程“突出贡献专家”后，再获卒中领
域全国性殊荣；介入科副主任医师曹月洲参
加首届“华夏杯——全国脑卒中动脉取栓大
赛”总决赛并荣获三等奖；急诊医学中心李
晓慧、王瑶等8位专家撰写的论文《高敏肌钙
蛋白T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后
预后的影响》在“2021年中国脑卒中大会论
文汇编”评选中荣获二等奖。本次受邀承办
专场论坛并荣获多项殊荣，标志着江苏省人
民医院卒中中心建设在全国位居领先地位，
发挥着示范引领的作用。

据了解，2014年11月，江苏省人民医院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诊救治绿色通道正式运
行，标志着卒中中心的建立。经过多年的建
设与改进，卒中中心已稳居全国前十名，最高
名列全国第2名；在《2020年度脑卒中高危
人群筛查与干预项目院内质控排名》中名列
全国首位；其多学科合作发展模式始终坚持
“以病人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经过多年来
的不断精进与完善，凭借多学科协作、规范化
制度、信息化建设、全设备配置、综合性管理等
举措，已实现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打开了
脑卒中防治工作新局面。 通讯员 何雨田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