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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后随访制度真好

“呀！你们怎么来看我了，快坐快

坐。”甘老太太拄着拐杖迎接道。

甘老太太今年 109岁，6月 6日，因不

慎摔伤，导致右股骨颈骨折住院，6 月 10
日做手术，手术做得十分成功，12日，在医

护人员的搀扶和指导下，就可下床行走，6
月 18日出院。

市骨科医院党总支书记、骨科权威

专家白金广介绍说，市骨科医院在病人

出院后，医务人员都坚持院后随访制

度，以便跟踪病人恢复进程，指导病人

康复，使需要继续进行家庭治疗的患

者，得到科学、专业的医疗指导。109岁
的甘老太太虽然安然度过手术关，但毕

竟是超高龄，更需要继续关注。

这位百岁老人听明白了，明白来的这

些医生们是在关心关注她，她连连说，好，

随访制度好，只是你们辛苦了。

医院挑战“高龄禁区”有担当
恩人们到来让老太太惊喜万分。她

拉着白金广的手说，你们咋来看我了，我

还没去好好感谢你们呢。

甘老太太满脸笑容，脸上的褶子都挤

一起了，白金广对于她来说，那是一位恩

人呐！

当时甘老太太在骨折后，没有医院敢

接收这样的高龄病人，就是她的儿女也有

些担心，担心她下不了手术。但是，如果

不进行手术治疗，翻身和坐起都不能实

现，不仅身心非常痛苦，而且时间一长，非

常容易形成坠积性肺炎，容易引发泌尿系

统感染、深静脉血栓以及褥疮等并发症。

而这些并发症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往往是

致命的。如果手术治疗，虽然可以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延长

患者寿命。但是，老人们往往合并有冠心

病、频发早搏、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能否承

受麻醉这一关就是问题，因此说，医院接

收老人将承担很大的手术风险。

但市骨科医院以专家白金广为首的

专家团队，以自己的技术实力和社会担当

收下这位病人，为老人制订了详尽的治疗

方案，各学科密切合作，配合老人挑战“高

龄禁区”。成功地完成了我国患者年龄最

大的关节置换手术。

百岁老人恢复超出想象

看到恩人，老人急于表现自己的治疗

效果。

她拄着拐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还拿

着水壶在院里浇花。

“看，我多有劲。要不是你们，这会儿

我就躺在床上受罪呢。现在吃得好，睡得

好，也没有哪里不舒服。每天起床就浇浇

花、种种草，子女都在身边陪着，每天可开

心了。这都托你们的福了。”

看到老人恢复的超出想象，白金广很

高兴，也为老人乐观的生活态度而感动。

他向老人以及家属交代了康复的一些注

意事项，并祝福老人健康长寿。3

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 张 涛

小儿如果出现发热症状，很多家

长都认为是炎症导致，并为此惊慌失

措。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小儿发热是

由积食引起的。中医认为，积食发烧

是因为消化不完的食物积滞在胃里

面，很快就会郁而化热，蕴蒸于外，引

起小儿体温增高。通俗地讲，食物是

什么？说白了就是热量，积食就是身

体里的热量积得多，当然会引起发

烧。引起发烧的原因有很多，怎么知

道是积食发烧呢？

积食发烧一般情况会有这些

特点：

1.久烧不退。积食有内热，内热

不退去，孩子当然会烧得时间长一

些。因此孩子发烧时，有些西医大夫

给孩子输液、吃药都消不了，但是到

了中医儿科大夫那里开一点健脾消

积的药，烧很快就退了。

2.多伴有五心烦热。家长摸摸

孩子的手脚心，明显比别的部位温度

高很多，孩子的肚子也会比较热。

3.大便、放屁都特别臭。这跟积

食导致的消化不良有很大关系。

4.舌苔黄厚。舌为五脏之外候，

舌苔黄厚通常说明有积食、内热大。

5.有伤食史。比如宝宝积食发

烧，如果仔细询问家长，会发现孩子

生病前有一次明显吃多了。

针对积食引起的发烧，治疗主要

还是补脾胃、消积滞、清胃热，用中药

或小儿推拿治疗积食发烧效果都非

常好。如果家长缺乏对孩子疾病的

判断，应该及时带孩子看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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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眼科医院特邀
著名整形专家莅宛
汪立川、邢新教授8月10日—11日将
到该院讲学、手术

为提升医疗整形美容医生的专业技术水

平，南阳市眼科医院将于 8月 10日—11日在

南都宾馆举办高级医疗整形美容培训班。届

时，全国著名美容整形专家汪立川、邢新教授

将到该院讲学、手术，交流医学整形美容在临

床和科研中的新经验、新技术、新成果。

欢迎从事医疗整形美容专业的医生、护

士、技术人员参加培训，欢迎爱美人士预约手

术。专家手术，数量有限，请提前报名预约。

预约电话：18537366763（冯医生）。

专家简介

汪立川：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北京

黄寺美容外科医院副院长兼美容外科主任，主

任医师；我国著名的中青年美容外科专家之一；

北京丹熙医疗美容整形金牌专家、高级顾问。

从事美容外科临床工作 23 年，尤其擅长

容貌五官、面部轮廓整形，在求美者美容基础

条件下创造性地发挥医生的审美技能，最大

可能地显现美容手术效果。

邢新：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兼眼整形美容学组组长、中国康复医学

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整形外科主任。

从事整形外科医教研工作 30 年，擅长瘢

痕畸形矫正、难治性创面修复及面部美容重

建，尤其是在应用皮瓣修复组织缺损及眼睑

美容重建手术等方面具有独到之处。3

新埋线疗法减肥、美容
读者问：我身高 153 厘米，3 年前体重 116 斤，

现在体重 170斤，四肢也变粗了；面部一直有雀斑，

3年来又有黄褐斑。中西药治疗也没有效果，有没

有新疗法？

南阳医专中医针灸新疗法研究所所长、南阳

针灸埋线中医院院长、国内著名专家、河南省省

管优秀专家张文进解答说：肥胖症是指人体脂肪

积聚过多、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百分之二十以上，

或四肢也明显变粗；雀斑是面部有很多大小如同

针尖至米粒大、淡褐色或深褐色色素斑点；黄褐

斑是面部两侧对称分布褐色色素斑，可融合成

片。肥胖症减肥美体及雀斑、黄褐斑美容养颜，

传统疗法效果较差，而新埋线法疗效较好，疗效

居国内外同类疗法领先水平，日本、新加坡、韩

国等国及国内很多专家前来学习。新埋线法是一

种什么疗法呢？

张文进介绍说，埋线疗法是中医院校 《针灸

学》 教材中的科学疗法，是将医用羊肠线植入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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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针灸了千次以

上；不需住院，半个小时左右操作完毕；操作简

便，无副作用，不留瘢痕。而张文进对上述埋线

疗法进行改进，采用相关药物浸泡羊肠线等，疗

效更好些，称为新埋线法。

据了解，南阳针灸埋线中医院是南阳市职工

及城乡居民医保定点医院，用新埋线法使很多肥

胖症、雀斑、黄褐斑患者得到治愈或好转。该疗

法治疗斑秃、脱发、湿疹、牛皮癣、白癜风、头

痛、眩晕、耳鸣、聋哑、失眠、面瘫、痤疮、鼻

炎、咽喉炎、打鼾、哮喘、气管炎、胃病、肝病、

胆囊炎、结肠炎、脱肛、肾病、遗尿、尿失禁、阳痿、

前列腺炎、颈肩腰腿痛等痛症、痛经、多动症、酒精

依 赖、偏 瘫、脑

瘫、轻度截瘫、肌

肉萎缩、脑炎及

脑损伤后遗症、

癫痫等也效果良

好。3

暑假是牙齿矫正的高峰期 ,近日，市口腔医院

增设口腔正畸三科，扩大治疗诊位，缓解病人候诊

时间长、看病难的问题 通讯员 高艳红 摄

本报记者 任晓雯

8月 3日，南阳市第八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第八院”）正式成为郑大一附院河南

省疝病专科联盟单位，在揭牌仪式结束后，

市八院三届二次疝学术研讨会同时召开。

郑大一附院教授、我省著名疝气专家陈健

民以及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疝气专科的医

务人员参加了会议。

小科不能小看，小病
也有生命危险

疝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一个

良性病，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危及患者生

命。但如果患病后不手术，拖到最后嵌顿

坏死了再去做手术，就容易有生命危险。

疝的形态有腹股沟斜疝、腹股沟直疝、

股疝、切口疝、造瘘口旁疝、脐疝、白线疝

等，仅仅一个疝问题，患者不知其数，其中，

老人孩子发病率最高。由于大众对疝病的

不重视，尤其是发病率高的老人，不肯接受

治疗，往往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市八

院并没有漠视和小看疝病，而是以自己的

社会担当，以解除患者痛苦为己任，成立专

门的疝外科，致力于解决疝问题。

探索疝手术模式，切
实解决疝问题

市八院的疝外科团队实力雄厚，以著

名普外专家、院长王进宝为学科带头人，

他们积极探索，努力工作。他们创新“疝

手术”操作模式，不仅常规实施各类疝手

术，近年来重点开展无张力疝修补术，取

得良好效果。尤其是对 80岁以上的老人

成功进行疝修补术的一组病例，更显示了

该院的技术张力。

据统计，疝外科自 2013年成立至今，

累计完成近 1500 例疝手术；其中 2018 年

336例。手术当日即可离院，愈合时间短、

无复发病历，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和口碑

相传，吸引了南阳地区以及周边地区患者

到该院就诊。去年该院被南阳品牌建设

促进会授予“2018南阳疝气治疗知名品牌

医院”，疝外科也同时被市卫健委评为先

进集体。

加强学术交流，提升
技术水平

为了更好地解决疝问题，解除患者病

痛，市八院陆续邀请中华疝外科主任委员

陈杰教授团队的申英末、王明刚等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中心主任马

颂章教授，郑大一附院疝外科专家陈健民

教授等知名疝气专家在该院坐诊并进行

学术研讨，把疝外科先进技术应用到临

床。同时，该院疝外科团队成员分别在首

都朝阳医院、郑州医科大学轮训，培养了

一批能善于处理并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

专家队伍，使该院成为患者信任的疝气治

疗医院。因此，此次荣膺河南省疝病专科

联盟单位是当之无愧。可以预见，联盟

后，该院无论技术还是服务，都将更上一

层楼。

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志昂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解决人民健康问题是项民生工程，

市八院立足基层，以小专科为突破口，引导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自己医治群众常

见病、多发病的能力，满足群众的基本医疗

需求，不仅壮大了自己，服务了群众，同时，

也让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

市八院院长王进宝表示，今后将借助

品牌的力量，进一步提高疝病治疗技术水

平，切实解决各种疝问题，着力提升患者

的健康质量，为建设健康南阳作出更大的

贡献。3

在市骨科医院进行关节置换的超高龄百岁老人安全度过了手术关在市骨科医院进行关节置换的超高龄百岁老人安全度过了手术关，，并且并且
安然出院安然出院，，那么那么，，术后恢复怎么样术后恢复怎么样？？让我们一让我们一起起——

关关 注注 109109 岁 老 人 康 复岁 老 人 康 复

腹股沟斜直疝、股疝、切口疝、造瘘口旁疝等疝问题五花八门，看似是小病，一旦患上，
痛苦万分。市八院以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创新“疝手术”模式，用强劲的技术实力，努
力解除病人痛苦—

致 力 疝 手 术 解 决 疝 问 题

颈椎病的治疗应因人而异

重磅医讯

编辑手记编辑手记
现在正值中伏，暑邪和湿邪交替，人们

容易落下病根，所以此时生活中一定要多

加注意。

宜吃苦。像苦瓜、苦菜等苦味食物能

清热养心，苦丁茶、莲子心则可清心火，但

脾胃虚寒者不可食用。

宜晒背。夏日阳气易外泄，须注意养

阳。可选择上午 9 时或下午 4 时在阳光下

晒背半小时，补充人体阳气。

宜补钾。夏天出汗多，人体容易缺钾，

体内缺钾时会造成全身无力，心跳减弱，头

昏眼花。喝茶以及食用香蕉、西红柿、红

薯、土豆、山药等都是很好的补钾方式。

中伏养生，还要注意少吃生冷、油腻食

物，以及冰镇西瓜、冷饮等；少用空调，特别

是不要整日待在温度很低的空调房中，空

调温度不宜低于 26℃；不要用冷水冲凉、洗

头、洗脚。3

为高龄老人进行关节置换，对于市骨科医院关节科来说，这不是第一例，但为

109岁老人手术，这是第一例，也是河南省乃至全国关节置换第一例。老人手术成功

的报道在南阳日报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很多读者非常想知道，这位

109岁的甘老太太出院后怎么样了，于是，7月 30日，记者跟随市骨科医院进行院后

随访。当天，由曾给甘老太太做手术的市骨科医院书记、骨科权威专家白金广带队

组成的随访小组，到甘老太太家探望，并查看术后的恢复情况。

近视不可治愈，
但可防可控可矫正

近视是一种不可逆变化，依据目前医疗手段，

近视只能被矫正，而非治愈。调节性近视是可逆

的，也是可以预防治疗的。但如果没有及时发现

并解决调节性近视，同样会演变成真正的近视。

因其发展不可逆，严重情况甚至会导致失明。所

以，近视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的

速度。

框架眼镜是最简单安全的矫正器具，但框架

眼镜无法控制近视的发展，患者应做到每年至少

一次复查，及时调整眼镜度数。角膜塑形镜（OK
镜）能暂时性降低一定量的近视度数。临床试验

发现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可延缓青少年眼轴长度

进展约 0.19毫米/年。但是需注意微生物角膜炎的

发生。建议在正规医院进行规范验配。手术的方

法包括激光角膜屈光手术、人工晶状体植入术以

及后巩膜加固术。

近视虽不能治愈，但可以有效控制，一旦发现

孩子近视，需及时明确诊断及时干预。同时，“早

监测、早预警、早干预”是解决近视问题的关键。

除了养成良好用眼习惯以外，还应该合理均衡饮

食，进行早期视力筛查，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矫

正近视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或者机构，不可一时心

急，被不良商家耽误了治疗时机。暑期是近视高

发期，也是近视治疗的好时机。家长应趁假期带

孩子及时检查视力情况，发现近视科学矫治，防止

近视发生或加重。3
（河南省学校“防近”工作专家组成员、南

阳视光眼科医院院长宋小康）

青少年暑期防控近视讲座
咨询电话：400-108-0377

积食可致小儿发烧

百岁老人在院中迈出健康自豪的步伐 本报记者 李 贺 摄

郑大一附院疝气专家陈建民（右）与市八院院长王进宝为联盟单位揭牌

本报记者 任晓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