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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小酌怡情，大饮伤身”

春春节节走走亲亲访访友友喝喝酒酒可可别别过过量量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者 路

伟) 每逢春节，无规律无节制的
生活方式让不少市民假期期间频
繁“光顾”医院，每年春节，多种疾
病和意外事故集中爆发，医院急
诊科大夫都忙得不可开交。本期
空中诊室，本报邀请到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史继学教
授，史主任为大家介绍了春节期
间饮食、慢性疾病的注意事项，并
对可能发生的威胁市民生命的意
外事故做了提醒。

春季期间，走亲访友，难免会
喝酒助兴。俗话说，“小酌怡情，大
饮伤身。”因为无节制地喝酒导致

酒精中毒和饮酒猝死的现象每年
都会发生，特别是春节期间，酒精
中毒或者因为喝酒导致的其它疾
病会集中爆发。史继学提醒大家，
过度饮酒会使多种疾病恶化，甚
至也会让人猝死。

“高血压患者尽量不要喝酒，
饮酒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加
重，导致脑出血或者脑梗死，因此
每年春节都会有突发疾病。”史继
学说，酒精对人体的伤害，首当其
冲的就是肝脏，“人体内90%以上
是通过肝脏代谢的，代谢产物及
它所引起的肝细胞代谢紊乱，是
导致酒精性肝损伤的主要原因。”

饮酒后猝死事故年年都有发
生，史继学介绍，酒后猝死的原因
有很多，“饮酒会引发呕吐，有时
呕吐物会进入呼吸道，导致误吸，
从而猝死。”另外，过度饮酒还会
导致急性胰腺炎，导致胰性猝死，

“非心源性猝死一般为10%-20%，
胰性猝死在非心源性猝死中占的
比例较高。”

心脏急症也是导致饮酒猝死
的重要原因，饮酒后容易出现心
绞痛和心肌梗死等症状。“喝酒后
导致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血压升
高，早期兴奋后期则受到抑制，从
而导致脑出血。”史继学说，高血

压患者应特别注意。
史继学告诉我们，人体内酒

精耗糖，有些人喝酒后还不吃饭，
更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症状，从而
出现抽风，甚至猝死。“酒精进入
人体，乙醇转化成乙醛，由于一些
人体内缺少将乙醛转化成乙酸的
霉，如果这些人在服用头孢类、抗
生素类、二甲双胍和沙星类药物
期间饮酒，乙醛会和这些药物发
生反应，导致双硫仑样反应，产生
致命的危险。”史继学说。

史继学称，由于部分人对一
些蛋白质过敏，饮酒期间如果进
食蚂蚱、野菜等食品会导致过敏，

此外，酒精有散热的作用，饮酒后
如在街头昏睡无人管，在室外低
温和酒精双重刺激下，很容易导
致体温迅速下降从而死亡。

“由于饮酒对人体神经的刺
激，容易引发一些外伤，特别是
头、胸腹部外伤，不少都是致命
的。”史继学说，另外，大量饮酒后
昏睡侧卧，容易使肢体受压，血液
循环受阻，引起四肢肌肉高度肿
胀，导致截肢甚至有生命危险。

前几年，不少人饮用了甲醇
勾兑的白酒后导致失明，史继学
称，最近几年甲醇中毒事件发生
率下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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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健健康康不不放放假假
喝喝酒酒打打牌牌悠悠着着点点

急诊医学科组建于
1987年，1994年成立急诊医
学教研室，2011年经国家
教育部批准为急诊医学硕
士学位授予点并开始招
生。为临床二级学科，包括
院前急救、EICU、中毒救
援咨询中心及急诊医学研
究室等，获得山东省卫生
厅临床重点专科，山东省
临床中毒救治研究重点实
验室,山东省急诊医学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山
东省急诊护士专科培训基
地，泰安市医学重点学科，
泰安市急性化学品中毒救
治培训基地。获省级青年
文明号，省“三好一满意”
先进集体，市级“巾帼示范
岗”等荣誉称号。目前为亚
洲紧急救援组织成员，国
际紧急救援网络单位。

急诊医学科设有急诊
接诊区、抢救区、重症监护
区、急诊病房区、输液留观
区，现有床位30张，急诊重
症监护病床8张，输液椅29
张；医护人员92人，其中主
任医师、教授4人，副主任
医师、副教授5人，中级职
称10人；硕士生导师3人，
硕士15人。配备国际先进
的呼吸机，持续血液净化
仪、血流动力学监测仪、多
功能监护仪、纤维支气管
镜、心电监护除颤仪、临时

心脏起搏器、心肺复苏仪、
降温毯、微量注射泵与输
液泵、洗胃机、清创机、心
电图机、全自动血气分析
仪、床边快速检测及其他
先进的脏器功能监测与支
持器械等，救护车6辆(其
中监护型救护车3辆)。

急诊医学教学与培
训具有较高的学术领导
力，被山东省卫生厅确定
为急诊医学培训基地。主
办了8届全国急性中毒救
治培训班，为基层医院培
训大批医护人员，在国内
学界赞誉颇多。同时，主
编并出版培训教材《急性
农药中毒》等3部。成立了
中毒咨询救援中心，开展
中毒咨询、救治指导及专
业人员培训等。还承担国
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1
项，省级2项，市级适宜技
术推广项目2项。在泰安
市举办的三届急救技能
竞赛中均获团体第一名，
在省卫生厅举办的应急
大比武获三等奖，在全国
大学生技能竞赛中获三
等奖并获单项冠军奖。

电话：0538-6237120、
8 4 2 3 1 2 0 (急诊门诊 )、
6 2 3 7 4 9 5 (急诊病房 )、
6233659(急诊医学教研
室)、6233319(急诊监护
室)

史继学 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首批优秀专家,泰安十大榜
样名医。现任泰山医学院急诊医学、法医学教研室主任，急诊医学硕士培养
点、山东省和泰安市级临床重点专(学)科、山东省临床中毒救治研究重点实
验室负责人，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

主要业绩：从医33年。对各种急危重症救治经验丰富，造诣颇深。擅长中
毒、心脑肺血管急症、各种临床危象与脑病及严重多发伤的救治，急性中毒
救治达国内领先水平。主编著作15部、教材5部，获国家专利4项，发表论文
180余篇，10余项科研成果获奖。经常被全国性、省市级学术会和各级医院邀
请进行学术报告、开展新技术操作演示以及会诊救治病人。获山东省“三学
三创”标兵、“三好一满意”示范标兵，泰安市“新长征突击手”，泰山医学院

“教学标兵”等荣誉称号。

春节假期不少市民趁着小长假走亲访友、联络感情，除了饮酒伤身外，
还会因暴饮暴食、家庭矛盾等导致一些其它疾病，一些突发事件也会在家庭
团聚期间集中爆发。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提醒广大市民，在注意
饮食的同时，还应着重从心理方面和家人多沟通，减少意外事故发生。

春节难免聚会多，不少人趁
此机会大快朵颐，特别是一些肉
类，食用量大大增加，腹胀、腹痛、
消化不良等疾病出现，有时还会
因饮食不洁引起胃肠炎。“每逢春
节，肠胃疾病高发，尤其是吃了隔
夜的菜和生冷食品导致的肠胃疾
病比较多见。”史继学提醒大家，
除了不吃隔夜饭菜和生冷食品
外，火锅也应有节制地吃，有时一

些肉类、菜类没煮够时间，吃下这
些半生不熟的食物后，会导致呕
吐、腹泻等症状。

除了饮食要节制，一些慢性
疾病患者在饮食方面要格外注
意，胆囊炎、胆石症患者，吃油多
了以后容易引发急性胆管炎，有
时感染后可能会造成死亡。

另外，痛风病在春节期间也
比较高发，一般首发或者复发于

酒宴之后，常在半夜1-2点钟，突
然发生，疼痛剧烈、红肿发热。有
的人在关节、耳廓等处发生大小
不一的结节，并可破溃流出白色
粉粒，有的人尿中还会出现蛋白、
红血球和小砂石等。

史继学提醒患有呼吸系统疾
病的老年人不要吃太多肥肉，因
为肥肉容易生痰，导致呼吸道疾
病加重。

春节期间，大家闲暇时间比
较多，不少人会通过打牌、打麻
将、看电视来消磨时间，甚至有人
通宵达旦，结果许多人的颈椎病、
腰椎病就犯了。史继学称，长时间
保持一个姿势，容易给腰椎和颈
椎带来压力，导致腰颈椎劳损，从
而出现脑供血不足的症状，眩晕
症主动找上门。

另外，春节期间，精彩纷呈的

电视节目让人目不暇接，史继学
提醒大家，节目虽好，也不能无节
制地看。“看电视长期保持一个姿
势，除了对腰椎和颈椎不好以外，
对眼睛的伤害也很大，不少少年
儿童长时间盯着电视屏幕看，视
力直线下降。”史继学提醒，一定
要控制看电视的时间，一般2小时
就要休息一下，最长不得超过4小
时，看电视过程中应有意识地眨

眼睛，增加泪液的分泌，改善眼角
膜的湿润度。

春节期间，和其它假期最大
的不同点是因为放鞭炮受伤的人
明显增多。“虽然和其它假期横向
相比，受伤人数增加，但是从纵向
角度对比，因为放鞭炮受伤的人
数下降明显，但是儿童受伤的数
量减少，成年人数量增加。”史继
学说。

除了饮食和生活应该注意的
事项意外，每年因为家庭原因导
致的意外事故增加不少。史继学
提醒市民，春假期间家庭和睦最
重要，特别是不要在酒精的催化
下激发矛盾。

“由于老人赡养问题，过年了
家人聚在一起，个别家庭有时会
出现矛盾，再加上酒精的刺激，很

容易发生肢体冲突。”史继学说，
另外由于孩子因为考学问题，在
家里长时间看电视或者上网，引
起父母反感，难免会唠叨两句，孩
子心理不平衡很容易做出傻事，

“有孩子因为父母唠叨服毒，实在
让人惋惜。”

受传统影响，不少市民觉得
过年吃药一年身体都不利索，春

节期间，一些慢性疾病患者会停
药。“这种做法是非常可怕的，一
些慢性疾病需要靠长期服药来维
持，擅自停药会导致这些慢性疾
病反弹，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和
癫痫病。”史继学说，高血压停药
后易出现脑出血等症状；糖尿病
患者停药后血糖飙升，后果不堪
设想；癫痫病也会出现反复。

本报记者 路伟

史史继继学学主主任任在在为为患患者者做做检检查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路路伟伟 摄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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