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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蛇咬要规范治
本报讯 （通讯员朱霖 朱珂珂）近日，唐河

县的陈女士被蛇咬伤，到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

据悉，今年以来，该院急诊科已收治百余位被蛇

咬伤的患者。专家提醒大家，被蛇咬伤后要及时

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进行诊治。

8月11日傍晚，唐河县的陈女士在田间劳作
时，突然被蛇咬伤，她在当地用草药治疗两天

后，效果不佳，这才辗转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

科就诊。到医院时，她右腿从脚到膝盖至大腿都

已麻木呈黑紫色，嘴唇也是黑青色，并且有恶心

和呕吐的症状。经过医生诊断，陈女士为蝮蛇所

伤，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正规治疗，心脏、肝脏等

重要脏器都受到严重损害，病情危重。医生立即

为她注射了抗蝮蛇毒血清，并按照毒蛇咬伤的临

床路径进行规范化治疗。目前陈女士已经转危为

安，康复出院。

该院急诊科主任吴金海提醒大家，农历七、

八、九月是蛇伤人高发时期。大多数蛇的胆子都很

小，我们在走过偏僻的丛林时，要用竹竿、树枝等

工具拍打草丛，把蛇吓走。如不小心被毒蛇咬伤，

不要盲目治疗，应及时到有蛇伤救治能力的医院诊

治。累累累3

市骨科医院脊柱外科 蔡明

颈椎病常见于中老年人，患者轻则感

到头、颈、肩及臂麻木，重则肢体酸软无

力，甚至出现大小便失禁及瘫痪等。那

么，关于颈椎病你了解多少？

引发颈椎病的原因主要有退行性病

变、工作姿势不当、头颈部外伤、发

育性椎管狭窄等。其常见症状有：1.后
颈部疼痛，用手向上牵引头颈可减

轻，而向下加压则加重；2.颈部疼痛的
同时伴有手部、指尖、上下肢放射性

疼痛及麻木、肌力减弱；3.闭眼时向左
右旋转头颈，引发偏头痛或眩晕；4.低
头时突然感觉全身麻木或有“过电”

感觉；5.单纯性颈部不适；6.身体有束

带感；7.走路时突然跪下；8.手中持物
突然落下。

大部分颈椎病患者经保守疗法治疗

后效果良好，但部分经非手术治疗无

效、影像学及核磁共振或CT等检查提示
突出椎间盘压迫脊髓或神经根症状严重

的患者须接受手术治疗。市骨科医院脊

柱外科采用前路手术治疗颈椎病，具有

切口小 （约 3cm）、出血少 （约 10ml）、
术程短 （约40分钟）、恢复快 （术后次
日即可下床）等优点，为众多颈椎病患

者解除了病痛。累累累3

颈椎病的治疗应因人而异

市第六人民医院仲景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于首元

结核治疗的西医效果已被临床认可，

但如果结合中医药进行治疗，可帮助患者

更好地完成漫长的治疗。

中医药的主要作用是增强疗效。其

一是初治肺结核病人在服用抗结核药的

同时口服中药，可增强其疗效。因为肺

结核的治疗周期比较漫长，长期服药也

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而中药能减轻抗

结核药的毒副作用，服用抗结核药后出

现肝肾损害而不能耐受者，可口服中药

改善肝肾功能。近年来，对多种抗结核

西药耐受的结核菌越来越多，导致临床

上出现很多难治愈的病例，而运用中医

药补益脾肾、封藏固本，辅助西医抗结

核治疗，效果更好。

其二是减轻症状。请中医师辨证开

方对症治疗，可以大大减轻症状。肺结核

临床主要症状为发热、咳嗽、咯血、盗汗、

食欲不振等；骨结核可能有疼痛、关节肿

胀、脓肿溃烂、功能障碍等症状；其他肺外

结核如皮肤结核和淋巴结核等除了发热、

乏力等全身症状也会有局部不适。无论

是口服中药还是用中草药外敷，都能对这

些结核病患者的全身及局部症状起到很

好的治疗作用。

其三是预防肺结核的发生和复发。

肺结核病人免疫力低下时，体内残留的结

核菌容易“复燃”，这是引起肺结核复发的

重要原因。而相应用中药调理脏腑虚实，

并结合食疗，能提高人体免疫力，起到防

病的作用。

市第六人民医院是河南省中医药防

治传染病基地，结核病治疗定点医院，

运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结核病，取得明

显 效 果 。 在 该 院

住 院 的 结 核 病 患

者 ， 还 可 以 享 受

新 农 合 乡 级 报 销

标准。累累累3

结核病防治 应重视中医药的作用

编辑手记
秋天到了，人们时常会感到

口干舌燥，仿佛喝多少水也不解

渴似的，这就是所谓的秋燥。

那么，如何防治秋燥呢？

每天多喝水，至少要比其他

季节多喝两杯水。

多吃滋阴润肺食物，如百

合、银耳、雪梨等，可煮粥，可熬

茶，脾胃正常的人可生吃梨，不

仅口感好，还止渴生津润肺。另

外，鸭肉、海参为润燥佳品，可适

当食用。

要适度运动，太极拳、慢跑、

快步走等都是好的项目，清晨可

到树林等空气好的地方主动咳

嗽，以清除呼吸道有害物质。

要贯彻秋冻原则，除了年老

体弱者和患病者，不要过早添加

衣物，以使机体得到锻炼，防止

因捂上火，加重秋燥。累累累3

医专一附院义诊
本报讯（记者陈丹丹）近日，南阳医专一附

院携手市财政局、市公安局交通事故处理大队、

中原农业保险在新华城市广场开展“急救技能下

基层、慢性病诊治、道路事故救助基金绿色通

道”的义诊和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医专一附院120急救人员在广场
进行心肺复苏技能操作演示。附近居民纷纷前来

观看学习安全规范的急救常识和技能，并在急救

人员耐心指导下现场亲自参与操作。医护人员为

到场的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心电图；糖尿

病专家、心血管疾病专家为居民进行各项检查诊

断，并给予合理的医嘱指导。

医专一附院开通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绿色通道对生命早抢救早治疗提供了有力的安

全保障，也是很多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财政局

救助基金主管、交通事故处理大队警官以及中原

农险救助基金服务站受理人员在现场分别对相关

政策进行了讲解。使大家对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

后，如何及时抢救和处理善后事宜有了全新认

识。累累累3

南阳市健康教育所协办

重点疾病健康教育系列讲座累累累累

本报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李春晓

平顶山患者慕名而来
9月2日上午，平顶山郏县男子王某

在施工过程中，因重物砸伤致右腿浮膝损

伤，出现骨折、关节脱位、软组织损伤等合

并伤，患者家人开车3个多小时将其送往
南阳南石医院。为什么患者愿意忍痛这

么长时间，到南阳南石医院骨科呢？

“我老公就认准李凤春主任，他医术高、

医德好，我们先去洛阳正骨医院找他，听说

他调往南阳南石医院了，我们就开车过来

了。”患者妻子说，她老公的腿是粉碎性骨

折，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一辈子残疾。

“查体后发现，平顶山这位患者膝盖

上下组织肿胀厉害，髌骨出现粉碎性骨

折，缺损严重，位置不好恢复。”李凤春说，

患者必须住院进行手术治疗。随后，他通

过一次手术解决了患者骨折及脱位复位，

手术非常成功。

这个专家了不起
李凤春是南石医院从洛阳正骨医院

招聘而来的精英人才，今年8月刚刚入职

南石医院。

他曾任洛阳正骨医院综合骨科主

任，主任中医师，具有扎实的中医和西

医理论基础，能够熟练地掌握郭氏平乐

正骨手法和四肢骨折的闭合穿针术、钳

夹、鳞纹针、跟距反弹固定器等经皮固

定术。熟练掌握四肢和脊柱骨折、脱位

的切开复位内固定技术，较熟练地掌握

颈椎前后路内固定术、人工全髋关节置

换术，初步掌握了胸腰椎前路内固定技

术和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擅长周围神

经损伤的定位诊断和脊柱畸形、肿瘤、

结核及颈肩腰腿痛的诊断和治疗。如先

天性脊柱侧凸半椎体切除术、脊柱后凸

截骨矫形术、AIS的CD及中华长城矫形
术、椎管内肿瘤切除术以及腰椎滑脱、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疾病的手术

治疗。同时，他还有个人专著和多项发

明专利。

南石吸引众多专家
“有医疗人才，医院才能取得快速发

展，南石医院对高端人才给予多项优惠条

件，这两年，已经吸引了一批技术精湛、医

德高尚的优秀医生和学科带头人。”院长

赵俊祥说，李凤春主任只是其中的一位，

还有韩国、北京、郑州的一批专家，他们每

年都会定期来坐诊。比如：整形美容专

家，来自韩国美丽身姿的崔汉洙、李在和

院长；疼痛专家，来自北京宣武医院的倪

家骧教授、唐元章博士等；心血管病专家，

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李海斌博士；腔

镜专家，来自郑大一附院的曹新广博士；

胸外科专家，来自我国著名的乳腺微创专

家骆成玉教授的团队；口腔科专家，来自

香港康健的周祺医生等。有了这些专家

定期坐诊，一定会让南石医院的强专科变

得更强，弱专科也渐渐变强。

走进南石医院北院区，一个占地8万
余平方米的综合病房大楼正在紧张施工

中，“主楼高24层，地下两层为车库，大
楼融入了香港国际大都市的设计理念。”

南石医院负责基建的梁红春院长说。据

悉，综合病房大楼完工后，南石医院的

人才储备也将基本到位，该院也将迎来

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为南阳居民的健康

保驾护航。累累累3

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南石医院又引进一名中医骨伤专家
近年来，南石医院吸引了一批技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优秀医生和学科

带头人，让很多本地居民以及外地患者慕名而来。相信这些专家的加入，

将让南石医院的强专科变得更强，弱专科也逐渐走向强大，为居民的健康

保驾护航。

居民看牙可就近
口腔门诊在这里
为方便居民就诊，市口腔医院在社区设立四

个门诊部:
第一门诊部地址：新华路与工农路交叉口

第一门诊部电话：0377-61610653
第二门诊部地址：人民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向

西100米路北
第二门诊部电话：0377-61157786
第三门诊部地址：车站路与卧龙路交叉口向

东100米路北
第三门诊部电话：0377-63222389
第四门诊部地址：南阳市宛城区关帝庙路与

孔明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西
第四门诊部电话：0377-63161788

南阳医专一附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乔占清 司远征

经常有患者和家属问大夫，扁桃体有

切除的必要吗？手术之后疼多久？切除

后对免疫力有影响吗？今天，我们就给大

家做一个浅显易懂的回答。

如果孩子睡眠中打鼾、憋气、张嘴吸

气，身体发育不良，白天精神不振或者有明

显的流脓鼻涕，这时需要考虑扁桃体过度

肥大。如果咽部反复疼痛，每次咽痛发作

的时候，吞咽都有困难，并且每年都会发作

几次，平时还有咽部异物感、口臭等。那

么，可能得了慢性扁桃体炎。这个时候的

扁桃体已经“叛变”了，不仅失去了正常的

作用，而且对身体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会

影响到心脏、肾脏的健康，需要切除。

手术后，越小的儿童，术后疼痛程度

越轻，恢复越快；越是成年人，术后疼痛反

而明显，时间较长。成年人一般手术后3
天疼痛会比较明显，之后咽痛会逐渐缓解

慢慢消失。

那么，切除扁桃体对人体的免疫力有

影响吗？一个正常的、合格的扁桃体，是

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扁桃

体病了，它本身藏着很多细菌、脓栓，有事

没事就出来作怪，不仅会让你嗓子不舒

服、口臭、打呼噜，还会经常感染，拖了全

身免疫力的后腿。对于这种病变的器官，

不管之前立过多少功劳，都不应该留着，

还是切除了好，要不然后患无穷。累累累3

慢性扁桃体炎是否应该手术治疗

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儿七科 张涛

“内热”也就是俗话说的“上火了”、

“内火大”。宝宝脾胃虚弱，如果吃多了，

胃不能腐熟食物，停滞于内，易郁而化热，

因此又称为“火热内生”。

大部分宝宝在感冒前，多已有积食

的表现。一般先是吃得太多、太饱，或

吃了生冷不易消化的东西，导致食欲不

振、呕吐、大便干结或腹泻。而后出现

夜间睡眠不好、哭闹不安、腹部手心脚

心发热、嘴唇红、口臭、舌红、舌苔白

厚或黄厚、眼屎多等食积内热之象。

中医五行理论认为土能生金，脾胃

属土，肺属金，脾失运化，胃不腐熟，

脾胃失调，土不生金，肺气不能很好地

发挥卫外固摄的作用，此时受凉、受

风，病邪容易乘虚而入，诱发感冒。因

此，中医有句话叫“没有内热，不生外

感”。现在我们知道了，内热由积食化

生，积食消除了，内热自然也就消除

了，内热消除了，自然少生病。保和丸

能消积和胃，对消食积初起效果较好。

如果积食明显，腹胀、腹痛、啼哭不

安、厌食、呕吐、大便干，可用四磨汤

口服液顺气降逆，消积止痛。如果宝宝

有腹部、手脚心热，口臭，眼屎多，舌

红，舌苔黄厚，说明“内热”已生，此

时最好求助于中医了，开点小中药调理

一下，或许就能避免一次感冒。

薏苡仁可祛湿清热健脾，药食同

源，平常熬粥时放些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再提醒大家，像菊花、板蓝根、双

黄连、清热解毒口服液等“清热”药是

不能清除积食内热的，并且这类药多性

味苦寒，经常服用会影响脾胃功能，大家

应注意。累累累3

宝宝“内热”清 自然少生病

生活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听到

孩子说“我腰疼”，就呵斥“小孩哪有

腰”，其实，这种“没腰”的说法不科

学，可能忽略了孩子腰部不适以及其他疾

病。

如果孩子提到腰疼，家长必须警惕其

肾脏是否有问题。最常见的是泌尿道感

染，包括上尿路感染及肾盂肾炎。大部分

以单侧为主，伴有尿液改变、发热等症

状。泌尿系结石也是孩子腰疼常见的病因

之一，结石严重时伴有血尿、尿液浑浊。

另外，肾积水可能引起孩子腰疼、腰胀。

比较少见的肾脏畸形、肾结核及肾脏肿瘤

同样会引起孩子腰疼。

一些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

早期会有腰疼表现。严重的佝偻病等骨代

谢疾病会诱发孩子腰疼。如果孩子本身存

在发育畸形，如脊柱侧弯等疾病，也会时

不时腰疼。

总之，如果孩子反复腰疼，家长必须

高度重视，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孩子腰

疼，伴有血尿、尿痛、排尿淋漓不尽、尿

液浑浊、发热等症状，需要警惕肾脏及泌

尿道出了问题；如果伴有其他关节疼痛，需

要警惕免疫相关疾病；若孩子出现肋骨外

翻及方颅等症状，需要警惕佝偻病等骨代

谢疾病；如果孩子走路姿势发生改变，要高

度怀疑是先天骨骼发育畸形。家长务必及

时带孩子去正规医院就诊，化验尿液、血

液，必要时进行影像学检查，并在专科医生

指导下进行科学治疗，千万不要在诊断不

明确的情况下，盲目推拿按摩，否则可能加

重病情，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累累累3
（据《生命时报》）

莫忽视孩子腰部不适

误用人参中毒
正确抢救有方

大多数人都将人参视为大补之

品，认为吃多了也没有关系，但实际

上，误用人参也会引起很多不良反

应，甚至中毒事件的发生。如果误用

人参产生了毒副作用该如何救治

呢？以下是两个典型病例，供参考。

病例一 张大爷素有慢性支气

管炎、肺气肿病史，他听人说这种病

属气虚之症，而人参是补气之品，对

治疗有效，于是自行购买了人参100
克，浸米酒1000毫升中，5~6天就喝完
了，结果出现口干舌燥，咳喘不已，彻

夜不眠，且痰黄稠难咯。

【救治方法】 张大爷实为痰实阻

肺，并非虚证，误服人参，结果导致化

热化燥，灼伤肺阴，治疗宜清热化痰、

止咳平喘、泄热通便，佐以养阴解

毒。可以先取鲜萝卜汁300毫升，分

两次服完，早晚各一次，以解人参之

毒。续以中药调理：麻黄10克，生石

膏、莱菔子、黄芩、桑白皮、瓜蒌仁、苇

茎、冬瓜仁、薏苡仁各 30克，浙贝 20

克，大黄（后下）、北杏各15克，天竺黄

12克，甘草5克，每日1剂，水煎服。

病例二 潘老太86岁，因外感风
寒出现头晕头痛、咳嗽，服用感冒药

未愈，女儿认为其体虚，为其购得人

参炖服2次，但潘老太服后仍觉头晕，
随后又到诊所静滴人参注射液3天，
结果症状加剧，头晕不能坐起，咳嗽

气紧，恶心呕吐，不能进食，食入即

吐。

【救治方法】 潘老太病症为风寒

实邪未去，误服人参，致风寒化热入

里，痰热互结，郁于胸中，壅塞肺气，

蒙蔽心窍所致。治疗宜清热化痰、豁

痰开窍、辟浊和中、透阴解毒。可先

取鲜萝卜汁250毫升，分两次口服，每

次相隔2小时；续以中药调理：半夏、

竹茹、郁金、贝母各12克，青蒿、石菖

蒲各10克，地骨皮、薏仁、瓜蒌仁、苇

茎、冬瓜仁、槐米各30克，生姜3片，

每日1剂，水煎服。累累累3
（据《大众卫生报》）

寻医问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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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线治疗失眠、
神经症、多动症

读者郑女士问：我失眠近8年，心情抑郁，多

疑，有强迫症；儿子有多动症。我们去了很多医院

都治不好。有没有新方法治疗？

南阳医专中医针灸新疗法研究所、南阳针灸

埋线中医院、新埋线法的创始人、南阳市中医药

学会康复（针推）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我

省省管优秀针灸新疗法专家张文进说，神经症、

更年期综合征等可致失眠；神经症包括焦虑症、

神经衰弱、癔症、抑郁性精神病、强迫症、疑病

症等；儿童多动综合征又称多动症，主要表现为

注意力极度涣散、活动过度、行为冲动等，其中

部分患者采取中西医传统疗法治疗疗效很差。而

用新埋线法对上述疾病的治疗获得重大突破，疗

效居国内外同类疗法领先水平，日本、新加坡、

韩国等国及国内同行纷纷前来学习。那么，新埋

线法是一种什么疗法？

张文进介绍，埋线疗法是中医院校《针灸学》

教材中的疗法，是将严格消毒后的医用羊肠线植

入针灸穴位，利用其持续的刺激作用等治疗疾

病；一次埋线的作用可持续一至数月，等于针灸

了上千次，对慢性病疗效很好；不需住院，半个

小时左右操作完毕；若一次未愈，隔40至80天
再做下次治疗；操作简便，无副作用；不留瘢

痕。而张文进对上述埋线法进行改进，采用相关

药物浸泡羊肠线等，疗效比上述埋线法更好些，

称为新埋线法。

据了解，张文进所在的中医院是市职工和城

乡居民医保定点医院。多年来，其用新埋线法治疗

失眠、神经症、小儿多动症疗效好，已治愈很多患

者。另外，新埋线法治疗面瘫、头痛、咽炎、哮喘、胃

肠道疾病、多种肾病、前列腺炎、颈椎病及腰椎间盘

突出等痛症、酒精依赖、偏瘫、脑瘫、神经损伤、脑炎

及 脑 损 伤 后 遗

症、耳鸣耳聋、肥

胖等，也取得良

好的疗效。累累累3

骨科专家李凤春为病人分析病情

研讨脑卒中技术
本报讯 （记者陈丹丹 通讯员李春晓）9月9

日，由南阳市医学会主办、南阳市卒中学会协办、

河南大学附属南石医院承办的南阳市脑卒中临床

新技术推广交流会召开，来自全市心、脑血管诊疗

科的医师100余人参会。
当天的脑卒中临床新技术交流会主讲团队为

南石医院脑血管病诊疗中心的各位专家。大家就

近期成功开展的立体定向手术解决脑干出血、急

性脑梗死的静脉溶栓、脑动脉介入填塞技术等脑

血管病治疗新技术进行了研讨。累累累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