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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幻药，海洛因/阿片类毒品，天使粉，摇头丸，以及大麻/大麻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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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荷尔蒙补充疗法（HRT）：避孕药与雌激素荷尔蒙补充疗法
（HRT）
压力：压力水平高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增加中风的风险。向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咨询，了解您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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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吸烟或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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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风/TIA 的警示预兆。

请征求您医生的意见

如果出现预兆，立即去医院就诊。
请浏览 www.heartandstroke.ca
网站
不要驾车。拨打 911.

避孕/荷尔蒙补充疗法（HRT）：避孕药与雌激素荷尔蒙补充疗法 （HRT）
增加中风的风险。向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咨询，了解您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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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浏览 www.heartandstroke.ca 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