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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六人民医院肝病科住院部主任 张玉琴

肝病对人体危害严重，且治愈相当

困难，所以人们对于肝病总是谈之色

变。那么如何从微小细节察觉到肝病问

题呢？

长期服药者症状隐匿 慢性病患者因

为需要长期用药，极易造成肝损伤，且早

期症状易与服用慢性病治疗药物后的副

作用和不良反应相混淆，如乏力、食欲不

振、恶心等症状。因此，多年用药者应注

意身体细微的变化，并定期检查肝功能。

厌食油腻 很多早期肝病患者会有

胃口不好、厌食油腻、腹胀等症状。其实

这是因为胃肠道形成充血、蠕动减弱、胃

肠功能紊乱，影响食物消化与吸收，而肝

脏对脂肪等物质的分解代谢能力减退，

直接引起对油脂、脂肪类食物的食欲下

降，导致出现上述症状。建议患者进行

常规血检，有助于疾病的确诊。

眼黄脸黄 黄疸是一种由于血清中

胆红素升高致使皮肤、黏膜和巩膜发黄

的症状和体征。出现黄疸，说明肝病发

展到一定的程度，需要及时进行治疗。

疲劳乏力 肝病患者的肝细胞被破

坏后，使肝脏制造和储存糖原减少、维生

素缺乏、电解质紊乱引起血中胆碱酯酶

减少，影响神经、肌肉正常功能，从而出

现乏力。判断的最好方法是，经充分休

息后症状仍不能消除，可怀疑是肝病。

乏力症状常与转氨酶异常平行出现，预

示肝损伤逐渐加剧中。

以上是肝

病的四大潜伏

症状，希望大家

能及时发现及

时到正规医院

治疗，不要让肝

病恶化，延误

治疗。累累累3

告别“罗圈腿”绽放青春美
市骨科医院小儿骨科 王建新

“罗圈腿”的正规医学名称是“膝

内翻”，是一种常见的下肢畸形，不仅

影响形体美，还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

有些并发症的后果相当严重，危害非常

大，所以必须尽早进行矫正。

“罗圈腿”畸形由于膝关节内翻，

身体重量过多集中于膝关节内侧关节面

上。过度的压力和摩擦力，会导致膝关

节内侧软骨面磨损，时间久了还会引起

膝关节行走时疼痛，关节活动也受影

响，进而易导致骨性膝关节炎。

“罗圈腿”畸形患者应尽早进行矫

正治疗。其中，4岁以下的患儿适合非
手术矫正，矫正方法包括支具、夹

板、绑腿、锻炼、矫正鞋垫等。其原

理基本一致，都是通过松弛膝关节内

侧副韧带，恢复膝关节内外侧的稳定

结构，从而使胫骨外旋，达到矫正目

的。若患儿超过4岁仍未及时矫正，则
需要手术治疗。我们临床上多采用8字
钛板有限骨骺生长阻滞的方法进行矫

形治疗，解决了以往手术切口大、出

血多、需截骨、术后不能下地活动等

问题，这种新疗法具有不截骨、微小

切口、安全、效果佳等优点，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可以下地活动，不影响走

路，手术后3天即可出院。据连续5年
的临床统计显示，畸形完全矫正率较

高。累累累3

肝病潜伏期的四大症状

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状
市中医院内四科 王红梅

糖尿病足是指糖尿病患者足部由于

神经病变，使下肢保护功能减退，大血管

和微血管病变使动脉灌注不足，致微循

环障碍而发生溃疡和坏疽的疾病状态。

及时了解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状，有助于

患者及时就医、及早康复。

糖尿病足初期，病人多有皮肤瘙痒、

肢端发凉、感觉迟钝、水肿，继之出现双

足袜套式的持续麻木，多数可出现痛觉

减退或消失，少数出现患处针刺样、刀割

样、烧灼样疼痛，夜间或遇热时加重。有

些老年病人伴有严重肢体缺血史，如间

歇性跛行、静息痛等。

有的病人下肢及足部皮肤干燥、光滑、

水肿，下肢及足部变小。皮肤可见大小不

等的散在性水疱、瘀点、瘀斑、色素沉着。

抬高下肢时，双足发白；下垂时，则呈紫红

色。趾甲变形、增厚、易脆、脱落等。肌肉

萎缩，肌张力差。常见足畸形、跖骨头下

陷、跖趾关节弯曲，呈弓形足槌状趾。累累累3

如何知道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
如果想知道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

必须到正规的艾滋病检测机构抽血化

验，检查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抗体。只

有艾滋病病毒抗体经免疫印迹确认结果

阳性才能诊断为艾滋病病毒感染。

需要指出的是，检测一定要在国家

批准的艾滋病检测实验室进行，这里人

员素质、技术水平及检测试剂符合国家

标准，并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可以确保试

验结果的准确性并保护个人隐私。

那么，哪些机构可以提供艾滋病病

毒检测服务？

我国各省、市级疾病控制中心（或卫

生防疫站）、县级以上医院、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各级血站和血液中心以及皮肤

病性病防治所等都设有艾滋病病毒检测

筛查实验室，均可从事艾滋病病毒抗体检

测。目前，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至

少有一个确认实验室，一般设在省级疾

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负责本省阳性标本

的复核和确认工作。上述机构在提供艾

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同时，也提供有关

艾滋病方面的咨询，包括电话咨询、信函

咨询和门诊咨询等。累累累3 （李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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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的微博头条，还有大家的微

信朋友圈应该是被“前央视著名主持人

因癌症去世”这条消息刷爆了。在这个

谈癌色变的年代，节目主持人的离开，

更让大家对癌症多了一重恐惧。说到癌

症，还有一种癌，大家也要注意预防，

那就是——口腔癌。

什么是口腔癌呢？得了口腔癌应该

到哪个科就诊？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

采访了我省口腔颌面外科专家、河南省口

腔医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抗癌协会口腔颌

面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阳市口

腔颌面外科学技术带头人、南阳市口腔医

院院长、主任医师刘中寅。

不容忽视的口腔癌

什么是口腔癌呢？刘中寅讲解说，口

腔癌是指发生于口腔和颌面部的唇、舌、

颊、口底、腭部、牙龈、牙槽黏膜、上下颌骨

和唾液腺等部位的恶性肿瘤，其发病与多

种因素有关，除机体免疫状态、遗传、紫外

线与电离辐射因素外，吸烟可诱发口腔黏

膜白斑等癌前病变，饮酒会引起黏膜损伤

并增加致癌物质的吸收，增加舌癌与口底

癌的危险性；口腔卫生不良造成口腔内滋

生、繁殖细菌或霉菌，也会促使癌症形成和

发展。口腔内有牙齿的残根、残冠、不良修

复体等尖锐刺激的损伤，常在舌边缘或颊

黏膜形成创伤性溃疡，或慢性炎症性溃

疡，长期不愈的慢性溃疡可发生癌变，尤

以舌癌最常见。咀嚼槟榔可诱发口腔癌。

如果出现口腔癌的症状要

及时就医

口腔癌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对人体有

警告信号。这些信号有：1.口腔内的溃疡
经久不愈，同部位3~4周以上尚未愈合，口
腔黏膜有白色、红色和发暗的斑；2.颈部有
不明原因的淋巴结肿大；3.口腔反复不明
原因出血；4.口腔、面部、咽部和颈部有不
明原因的麻木、疼痛、肿块、肿胀及张口受

限。

如若出现这些信号，应尽快找口腔颌

面外科就医，早日明确诊断，及早治疗会

有效阻止口腔癌的继续发展。目前，口腔

颌面部恶性肿瘤的治疗手段主要是手术

根治性切除、视病情可同期进行组织缺损

修复，可以达到既根治癌症又恢复、建立

形态及功能的目的。必要时进行放射治

疗及化疗以提高疗效，减少复发。

南阳口腔癌治疗水平不断提高

南阳市口腔医院非常重视口腔颌面

外科的发展，2003年该院成立了上海——
南阳口腔医疗中心。著名口腔颌面外科

专家、中国工程院邱蔚六、张志愿院士多

次莅临市口腔医院指导口腔颌面外科工

作，该院还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口

腔颌面外科专家张志愿教授为名誉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

面外科唐友盛、竺涵光、杨育生等教授定

期到医院进行会诊、手术和技术指导，为

该院口腔颌面外科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

持。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是河南省医学重

点培育专科，20多年来在口腔癌的治疗和
修复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来自省内外

的2000多例口腔癌患者在该院的治疗下
获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其舌再造、唇再

造、颌骨切除同期重建等复合组织瓣移植

修复技术居全省先进水平。

尽管口腔癌可以治疗，但刘中寅还是

提醒大家要预防口腔癌的发生，注意口腔

卫生，在生活中应戒烟限酒，禁嚼槟榔等，

及时拔除残根残冠，拆除不良假牙，调磨

锐利牙齿边缘。定期口腔检查，出现口腔

及颌面颈部肿块、溃疡，疼痛麻木等症状

时及时就诊。累累累3

咽干舌燥怎么办
许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扰，每年

一进入秋冬就会出现鼻子干燥、口干舌

燥、咽喉不适等症状，甚至出现干咳、鼻

子出血等症状，其实这些都是燥邪侵犯

所致。中医认为，燥邪最易伤肺，而肺

开窍于鼻，鼻、咽均是肺与外界进行气

体交换之门户，所以燥邪首先侵犯的是

人的鼻、口、咽喉。那么，出现这些症状

后该怎么办呢？

局部治疗
①甘油滴鼻 如果感觉鼻腔内过

于干燥时，可以用棉签蘸少许甘油轻轻

地擦在鼻黏膜上，如果没有甘油，用芝

麻油、橄榄油也可以。

②淡盐水洗鼻 如果鼻子干涩难

受，也可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可以用

大型注射器或专用鼻腔冲洗器，注意要

用医用生理盐水，不能自行调配，更不

能用自来水。

③吸入雾化湿气 倒上一大杯开

水，将鼻子靠近杯口深呼吸，让雾化水蒸

气熏鼻腔，保持5～10分钟，每日1～2次。
④使用加湿器 将房间内放置一

台加湿器，保持室内空气湿度，一般将

室内湿度保持在50%～70%之间。

食物调理
①多吃滋润生津之品 如莲藕、白

茅根、柿子、甘蔗、梨子、荸荠等。

②多喝水 多喝水可增加体内水

分，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鼻腔血液循

环，减轻鼻子干燥症状。

③自制药膳 “五汁饮”是缓解秋

燥的名方，出自清代名医吴鞠通的《温

病条辨》，主要由梨汁、芦根汁、荸荠汁、

藕汁、麦冬汁组成。具体做法：取梨

100克，荸荠50克，鲜芦根60克，鲜藕
100克，麦冬10克（开水泡1个小时），
然后将5种材料混合榨汁饮用。

④中药治疗 菊花15~20克，桑叶
10可，石斛15~20克，共煎水服，每日
1～2次。

鼻部按摩
①点按迎香穴 迎香穴位于“鼻翼

两侧”，通过局部按摩此穴，可以促进血

液循环。以两手中指或食指点按迎香

穴2～3分钟，每日1～2次。
②揉印堂穴 印堂穴位于两眉中

间，用拇指、食指或中指的指腹点按

2～3分钟，每日1～2次，有很好的疏散
风热、通利鼻窍的作用。累累累3

（据《大众卫生报》）

编辑手记
生活中，常有人为一些不顺

心的事情发怒生气，不仅伤了和

气，还有损健康。我们不妨学学

古人面壁避怒、写字散气等方法，

以控制情绪修身养性。

《世说新语》里有一个叫王述

的人，性情急躁，遇到不顺心的事

就暴怒。一次吃鸡蛋，筷子未曾

夹住，便暴跳如雷，把鸡蛋甩在地

上，用脚踩得粉碎。后来，他为了

克服自己的暴脾气，就发明了一

个方法，就是面壁。一天，有人指

着王述鼻子大骂，言语不堪入

耳。王述立刻面对墙壁，一声不

吭，听之任之。那人吵得不好意

思，悻悻而去。王述好久未闻骂

声，得知那人走了便坐下来继续

做事，终于避免生怒气。韩愈的

《送高闲人序》里，唐文人张发爱

写字，但是不是为了练字，而是为

了消遣。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

事，便写字散气。韩愈也称赞说，

这个方法简单有效。累累累3

口腔也会生癌，但口腔癌瘤易于早期发现，如果重视起来，治愈的可能性大大优于全身恶性癌瘤——

南阳市口腔医院：

用精湛技术挽救口腔癌患者生命

编者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慢性病

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逐步成为

威胁国人健康的头号公敌。为此，国家卫健

委启动了“三减三健”的专项行动，倡导健

康的生活方式，“三减”：减少盐类摄入，减

少糖类摄入，减少油脂摄入；“三健”：倡导

健康口腔，倡导健康体重，倡导健康骨骼。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做到“三减三

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大家一起快跟

着专家学起来吧！

近些年我国居民受西方生活方式和饮食

影响越来越大，吃得越来越甜。近几年我国

含糖饮料的消费增长非常快，其中，3~17岁儿
童饮料消费量最高。

过多摄入糖与饮食质量不佳、肥胖和慢性

疾病风险有关，吃糖过多会导致蛀牙、加速皮

肤老化，增加糖尿病、痛风、心脏病、肾结石甚

至多种癌症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

每天吃的游离糖不要超过50克。专家建议，每
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减糖妙招：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尤其是

可乐等碳酸类饮料。各种小甜点不仅热量

高，含糖量也不低，虽然个头小，但不建议

多吃！

1.减糖要减添加糖。各人群均应减少添
加糖（或称游离糖）的摄入，但不包括天然水

果中的糖和主食中的天然碳水化合物。添加

糖是指包括由生产商、厨师或消费者在食品

中添加的单糖和双糖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

糖浆、果汁和浓缩果汁中的糖分。常见的有

蔗糖、果糖、葡萄糖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

荐成年人每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
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糖摄入量控制在总
能量摄入的10%以下。

2.儿童青少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含
糖饮料是儿童青少年摄入添加糖的主要来

源，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总能量摄入，降低

其他营养食品的摄入，造成膳食不平衡，导致

体重增加，并加剧患慢性疾病风险。

3.婴幼儿食品无须添加糖。婴幼儿建议

喝白开水为主，制作辅食时，也应避免人为添

加糖。

4.减少食用高糖类包装食品。建议减少
饼干、冰激凌、巧克力、糖果、糕点、蜜饯、果酱

等在加工过程添加糖的包装食品的摄入

频率。

5.烹饪过程少加糖。家庭烹饪过程少放
糖，尝试用辣椒、大蒜、醋和胡椒等为食物提

味以取代糖，减少味蕾对甜味的关注。在外

就餐时适量选择糖醋排骨、鱼香肉丝、红烧

肉、拔丝地瓜、甜汤等含糖较多的菜品。

6.用白开水替代饮料。人体补充水分的
最好方式是饮用白开水。在温和气候条件

下，成年男性每日最少饮用1700mL（约8.5
杯） 水，女性最少饮用 1500mL（约 7.5杯）
水。累累累3 （据人民健康网）

做好“三减三健”，筑牢健康基石(三)

减糖 总淀粉摄入量要控制

普及健康知识 建设健康城市

向榜样看齐
做合格党员

本报讯（通讯员李春晓）近日，河南大学附属

南石医院组织全体党员集中收看《榜样3》，让大家在
榜样力量的感召下，重燃信仰之炬，重塑党员形象。

榜样是旗帜，是明灯。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榜样3》专题节目里面的先进典型所处的发展
环境虽然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但他们有着共同

的人生信念、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那就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镜，不仅

要在工作中严于律己，在生活中也要时刻督促自

己，提高党性觉悟，严守纪律底线，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更好地服务群众，实现人生价值。累累累3

帮扶传技术
义诊送健康

本报讯（记者段平）近日，南阳医专一附院组

织医疗专家到新野县上庄乡开展义诊和培训，以

精湛的技术和细致的服务，为基层患者义务看病，

为基层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免费培训骨干，受到群

众欢迎。

在当天的活动中，南阳医专一附院的12名专
家为上庄乡卫生院培训乡村业务骨干50余人，对
10余名病人进行查房会诊，义诊群众107人。累累累3

我国科学家
或将攻克红斑狼疮

近期，我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刊登在世

界顶级期刊《科学》杂志上，首次报道了人类免疫

球蛋白存在增加系统性红斑狼疮易感性的分子变

异，并发现这种变异参与调控免疫性B细胞。简
而言之，就是证实了人体内一种异常的免疫分子

是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重要原因。

此项研究成果，为中国罹患系统性红斑狼疮

的近百万患者提供了精准治疗的潜在靶点和理论

支持。也就是说，“不治之症”系统性红斑狼疮有

可能通过靶向治疗来攻克。�3 （据人民网）

不化疗治白血病
近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晓军教授团队在

国际临床肿瘤顶级杂志《柳叶刀-肿瘤学》上发表
研究成果，介绍了“口服砷剂和维甲酸治疗非高危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Ⅲ期前瞻多中心随机对
照研究成果，证实“不输液、不化疗”治愈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APL），为非高危APL治疗新时代
提供最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起病凶险的恶

性血液病。维甲酸与砷剂联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是中国原创研究成果推广全球的典范，根

治率达90%以上，其
中非高危组占APL患
者的80%以上。累累累3

（据人民网）

读者陈先生问：一亲戚患支气管哮喘和鼻炎

多年，中西药传统针灸等方法久治未愈，有没有新

的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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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炎以鼻塞、多涕

或多嚏等为主症，有鼻窦炎者则多伴有头痛、头昏

等症；哮喘以反复发作的痰鸣、气喘为主症；支气

管炎以咳嗽、咯痰为主症，或伴喘息。上述疾病易

复发，用中西医传统疗法较难痊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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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进介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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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疾病；

一次埋线的治疗作用可持续一至数月，等于针灸

了上千甚至几千次，对慢性病疗效很好；半个小时

左右操作完毕，不需住院；若一次未愈，隔40至80
天再做下次治疗；操作简便，无副作用。而张文进

多年来对上述埋线疗法进行改进，其严格辨证选

穴、采用相关药物浸泡羊肠线等，疗效比上述埋线

疗法更好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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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了很多鼻炎、哮喘、气管炎患者；严重肺气

肿、肺心病的患者使用此法，病情也有明显好

转。另外，用新埋线法治疗头痛、眩晕、失眠、多动

症、胃病、结肠炎、前列腺炎、肌肉萎缩、偏瘫、脑

瘫、面瘫、脑炎

及脑外伤后遗症

等，也取得良好

效果。�3

埋线治疗鼻炎、
哮喘、气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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