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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卻造成心血管疾病漸趨增加
，主要原因就是人們在飲食中攝入過多的脂肪和缺乏運動
，導致血管堵塞，造成高血脂、高膽固醇及高血糖等
罹患心血管病的高風險因子的形成。因此，預防心血
管病的最佳方法是疏通血管。均衡飲食以及適
當進食具預防作用的中醫食療，有助緩解降低
血壓，防止血栓脫落，消除血脂和護養心臟的
作用。

三七（田七）、紅花、丹參、葛根、決明
子等具活血化瘀功效的中藥，皆為中醫臨床治
療心血管病常用藥；如適當運用於食療中，有
輔助治療和預防病發的功用。

藥食兩用的菊花、山楂、木耳、
何首烏，能平肝降壓祛血脂；蒜、芹
、香菇、玉米、番茄、海帶、洋葱
、茄子、蘋果等，皆有疏通軟化血
管的作用。

研究證實，多喝綠茶能提高機
體抗氧化能力，降低血脂，緩解血
液高凝狀態，增強紅細胞彈性，緩
解或延緩動脈粥樣硬化。

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林曙光
表示，中醫藥對心血管疾

病的治療具有系統的理論和豐
富的經驗，近年來，多位專家

、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了有益的探
索。

林曙光認為，中醫藥對心血管疾病的治療
具有系統的理論和豐富的經驗，如中國中醫科
學院陳可冀院士牽頭的 「血瘀證和活血化瘀研
究」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其對活血化
瘀藥物的抗血小板和冠心病治療作用進行了系
列的研究。

此外還有國家攻關課題 「冠心病介入治療
後再狹窄的中醫干預治療方案」證實PCI術後服用中藥（芎芍膠囊）能夠降低支
架植入術後再狹窄事件的發生率。天津中醫藥大學張伯禮院士牽頭的 「芪參益氣
滴丸對心肌梗死二級預防的臨床試驗」，為多中心、隨機、雙盲、陽性藥平行對
照試驗，在全國16個分中心、84家中西醫院同時進行，主要目的是評價芪參益氣
滴丸對心肌梗死後患者心血管事件的預防作用，評價指標為複合心血管事件，包
括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再梗死和非致死性腦卒中，共納入3508例病例。研究結
果顯示芪參益氣滴丸和阿司匹林對心肌梗死二級預防效果相當，在心絞痛積分、
西雅圖心絞痛量表等次要療效指標方面兩組亦沒有統計學差異，研究提示芪參益
氣滴丸和腸溶阿司匹林對改善心肌梗死後病人的生活質量效果相當，且和腸溶阿
司匹林相比，芪參益氣滴丸安全性尤佳。

不過，中醫藥對心血管疾病的二級預防是否具有確定的療效，還需要大規模
循證醫學研究的進一步支持。

中國已逐漸進入老年社會，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飲食習慣的普及，心
血管病的發病率也隨之逐漸增多，心血管疾病的二級預防將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
用。專家建議廣大西醫、中醫、中西醫結合醫務工作者聯合起來，構建心血管疾
病二級預防的統一戰線，在積極吸取和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的同時，更要注重發掘
和汲取中醫 「治未病」的思想。

（廣州專電）

由中華醫學會、中國醫師協會等聯合主辦第
15屆中國南方國際心血管病學術會議，日

前在廣州舉行，來自內地及港澳專家參加並展開
討論交流。記者從會上獲悉，隨着城市化發展而
造成壓力等因素，將進一步推高中國心血管病的
發病率。與會專家呼籲，新型醫療趨勢正從 「疾
病治療」向 「疾病管理」邁進，應重視改善管理
人群的健康狀況。

由於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體力勞動、飲食習
慣和精神壓力等情況還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心血
管危險因素的流行加速。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於2010年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成年人中高
血壓患病率高達33.5%，估計患病人數達3.3億，
遠超過2002年估計的1.6億患病人數。可以肯定
地說，這個現象與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有很大
的關係。值得深思的是，儘管高血壓治療的發展
可謂突飛猛進，但全球的高血壓患病率持續攀升
的現狀也是有目共睹的，這就是所謂的 「高血壓
悖論」。

僅僅在2007至2009年三年間，2009年北京市
25歲以上居民急性冠心病事件就比2007年上升了

8.1%。與2007年比較，2009年男性和女性居民的
年齡標化發病率分別增加了11.1%和2.5%。男性
35～44歲人群急性冠心病事件發病率的增幅最大
，2009年比2007年增加了30.3%。

疾病管理：上醫治未病
與會專家認為，社會變革對人的健康影響作

為客觀因素，在短期內無法逆轉，但從「上醫治
未病」的古訓角度，高血壓患者已經是「患病者」
。既往的預防工作常常圍繞着血脂異常、高血壓
和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展開。如果僅針
對高血壓等危險因素，而忽視對不良飲食習慣、
缺乏運動、吸煙和肥胖的重視，醫生再怎樣努力
，也不可能降低高血壓的患病率。專家指出，疾
病管理不以單個病例或其單次就診事件為中心，
而關注個體或群體連續性的健康狀況與生活質量
。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初步經驗表明，疾病管理
可提高醫療質量和短期內的醫療結果，改善管
理人群的健康狀況，新型醫療應從 「疾病治療」
向「疾病管理」邁進，改善管理人群的健康狀況。

（廣州專電）

生活繁忙、運動少加上疏於檢查，以致健康
每況愈下，是典型的都市人通病，嚴重的

更會影響日常生活及工作。健康網站sohealthy最
近進行網上調查，成功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
的市民，探討他們的心血管及關節健康，以及其
運動習慣。發現大部分受訪者的心臟及關節健康
情況欠佳，其中四成半年輕港人心臟病風險高，
八成半受關節問題困擾，而且逾九成運動量嚴重
不足，反映都市人容易忽略健康保養。

多心血管病風險因子
以心臟健康來說，調查結果顯示68%受訪者

有一個或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風險因子，當中多達
32%有三個或以上的風險因子。心臟科專科醫生
指出，風險因子越多，患上心血管病例如冠心病
及中風的機會亦相對提高，而是次結果亦與香港
心臟病患者年輕化的趨勢一致，40歲以下的受訪
者的風險因子數目與中年人士相若，情況令人擔
憂。此外，調查亦發現很多受訪者不知道自己的
血壓、血糖及膽固醇是否超標，顯示港人對心血
管疾病關注不足。

逾六成心肺功能欠佳
62%受訪者表示日常活動時出現最少一個心

血管疾病病徵，最常見的包括心口翳痛（45%）
、容易頭暈（43%）、很快感到氣喘／呼吸困難
（43%）等，梁醫生指出可能與受訪者心血管健

康及心肺功能欠佳有關。
建議一般市民應以均衡飲食配合適量運動以

減低患上心血管病風險，飲食要遵從低脂，低糖
，低鹽及高纖維的三低一高原則，美國心臟協會
同時建議進食適量含奧米加3（omega 3）食物可
促進心血管健康，有助預防心臟病。若日常未能
達至均衡飲食，可考慮配合營養補充品作輔助。

逾九成運動量嚴重不足
雖然衛生署建議每周進行最少150分鐘以上

中等強度的運動（中等強度代表身體感覺疲累、
呼吸及心跳比平常快、會些微出汗，例如急步走
、踏單車、洗車／打臘、抹窗等運動或活動），
然而調查顯示，逾九成港人的運動量普遍不足，
專家建議適量運動除有助控制體重，更可促進心
血管健康及提升心肺耐力。

世界單車錦標賽冠軍黃金寶於活動上率領百
人踏單車遊香港，呼籲市民加強心臟保養，剛踏
入40歲的他，於活動上分享自己的健康心得： 「
我在港隊的時候，有營養師把關，安排少脂肪、
少油、少鹽以及多蔬果的有營餐單，人到中年，
我會更關注心臟與關節的保健，保持均衡飲食之
餘 更 會 添 加 額 外 的 營 養 補 充 ， 例 如 添 加 了
omega 3：6有助心血管健康，而補充葡萄糖胺
則能夠提升、保護及強化軟骨結構，以預防因老
化引起的關節失調，達至強心臟健關節雙保養的
效果。」

中醫食療疏通血管

▲林曙光表示，中醫藥對心血
管疾病的治療具有豐富經驗

袁秀賢攝

中醫藥治心血管病經驗豐富中醫藥治心血管病經驗豐富

四成半年輕港人心臟病風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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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軍醫師（右一）和
兩位針灸專家應邀來港
，協助世針聯搭建醫教
研針灸交流平台

◀袁師醫示範針灸操作

▲蒜
▶芹菜

世針聯（香港）辦事處主任廖瑩接受記者訪問
時表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香港具有獨特的

條件，不僅使中醫中藥的發展有很強的國際示範效
應，也為推動中醫中藥標準化、規範化、現代化和
國際化方面發展發揮很好作用。她認為，國際媒體
的宣傳作用有助於進一步提升世針聯的國際影響力
，促進中醫針灸的國際化發展。

境外第一個辦事處
辦事處去年九月在港成立，首先與香港博愛醫

院合作，於銅鑼灣開設了一間高規格的針灸專科中
心。中心每年將從內地邀請三位優秀中醫針灸專家
（均取得了有限制中醫師註冊資格）來港為市民提
供標準和規範的針灸治療服務；同時，三位學者每
年都會以一對一帶教形式，為三名中文大學中醫學
院學生作臨床指導。

特邀專家來港駐診
廖瑩表示：期望透過針灸專科中心的運作，讓

更多人認識針灸、接受針灸，搭建內地與港的針灸
醫、教、研交流平台。她說，內地醫師也能從中學
習香港先進的管理經驗，帶回內地借鑒應用，有助
相互交流和促進。

談及辦事處的工作部署，廖瑩希望日後可以在
本港多開設兩個針灸專科中心，並計劃宣傳推廣於
今年底在澳洲舉行的國際針灸研討會。她表示，世
針聯每年會在世界各地舉辦各類型中醫針灸國際學
術研討會，借助香港這一國際交流視窗及傳媒影響
力，為港澳台地區乃至世界各地中醫針灸從業者提
供一個參與學術研究的平台，通過交流，互通有無
，促進針灸在世界各地的發展。

投資推廣署促成落戶香江
香港投資推廣署為世針聯在港開設辦事處提供

了協助。該署助理署長吳國才表示，歡迎世針聯落
戶香港，他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可助世針聯進
一步走向國際。

吳國才說，投資推廣署在世界各地的辦事處，
除致力向商業機構推廣香港的國際優勢，亦會主動
接觸具影響力的國際性的非牟利機構，向它們介紹
香港在亞洲的獨有地位，並協助如世針聯的國際專
業組織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他透露，去年年初投資推廣署北京辦事處開始
與世針聯接觸，提供有關在香港成立中心後的發展
建議，並為世針聯提供與本地業界聯絡、公關支援
及向媒體推介等工作。

註冊中醫師袁軍，是世針聯特邀來港工作的其中一位中醫針灸專家。來港行醫半年，接觸
的病人和病例已累積不少。這天，她打開隨身帶着的針灸治療用具，現場為記者示範開

講─
袁醫師說，香港人生活緊張、工作壓力大，不少人都患上都市病。前來求醫針灸治療的病

人，有三分之一以痛症為主，如偏頭痛、頸椎和腰腿痛等；約四分之一人則受失眠困擾，最嚴
重一位失眠十幾年，經過兩個療程共二十次針灸後，情況有好轉。其他症狀如耳鳴、耳聾，甚
至感冒、咳嗽，以至不少由於機體功能低下的亞健康患者，接受針灸治療後，都有不同程度的
改善和好轉。

袁醫師指出，針灸治療雖然在香港發展多年，但港人對針灸普遍的了解和認識仍然不足。
她舉例，歐洲人求醫針灸，不問為什麼，只求療效；但香港病人則半信半疑，亦不了解針灸可
以治療許多疾病，就如感冒、咳嗽等常見病，針灸效果都很好。袁醫師說，針灸治療的病種很
多，如世界衛生組織就推薦面癱是首選的針灸治療病種。袁軍表示，在內地，每個省都有自己
的中醫醫院，有門診、亦有中醫病房，所以內地人習慣了有病就看中醫、針灸；但香港中醫發
展情況不同，也沒有中醫院，市民對中醫文化及針灸治療認識不足亦可理解。

針灸專家針灸專家：：
港人多痛症失眠港人多痛症失眠

世針聯於1987年11月在中國北京成立。
並於1998年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了非政府性
正式工作關係，係世界衛生組織唯一針灸專業
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

其宗旨是促進世界針灸界之間的了解和
合作；並承擔推廣針灸醫學、制定有關針灸
的國際標準等任務。世界針聯由團
體會員組成，會員必須是所在
國或地區成立三年以上擁
有50名成員以上的合法
針灸學會或合法針
灸機構。世針聯現
有會員數149個
，代表着50個
國家和地區
的20多萬名
針 灸 工 作
者。

世針聯簡介

促中醫針灸走向國際

來港建交流推廣平台來港建交流推廣平台
中醫針灸作為率先走向國際的傳統醫學，2010年被聯合國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質文

化遺產，目前已在182個國家和地區應用，已成為世界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針
灸的標準化發展，在國際的認可度正逐步提高。香港是通向國際的窗口，世界針灸學
會聯合會（下稱世針聯）作為世界衛生組織唯一的針灸國際聯合組織，也選擇來港開
設境外第一個辦事處。

本報記者 蔡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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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心血管病的病發率，隨着社會物質豐富、城市生活節奏緊
張和工作壓力、人際關係等因素影響而上升，並且向年輕化發展的趨勢。
內地和香港的專家均指出，不良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吸煙和肥胖等，是
致病的主要因素─

圖文：本報記者 蔡淑芬
袁秀賢
（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