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倩

不同的鲜花和植物有不同的
功效，各种不同的花草搭配也能起
到不同的作用，所以，应该根据不
同时节和不同体质来选用，不能随
意搭配饮用。

我们为你推荐了六款功效各
异的花草茶，这个夏天你不妨试一
试。

石斛洋参茶
原料：石斛、西洋参。
一到夏天，空气湿度大，气温

高，身体容易出现诸如怕热、易怒、
乏力、口干咽痛等阴虚症状，需要
进行清补调理。石斛用开水冲泡
或煎煮，代茶饮，能使用脑者头脑
清醒，使精神压力得到舒缓。

乌梅汤
原料：山楂、乌梅（制）、陈皮、

桂花、单晶冰糖。
乌梅汤是传统的夏日消暑饮

料，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容易流汗
导致水分流失。该汤消食合中，行
气散淤，生津止渴，收敛肺气，除烦
安神，常饮可祛病除疾，保健强身，
是炎热夏季不可多得的保健饮品。

三花祛火茶
原料：贡菊花、金银花、金莲

花、甘草。
金银花性寒，可治疗暑热烦

渴、咽喉肿痛、长痱子热疮，菊花具
有疏散风热、清肝明目的功效，而
经常服用金莲花，可美容养颜，将
以上几种药材同时泡水饮用，不但
可清解暑热，还可明目降火。

减肥茶
原料：荷叶、七彩菊、山楂、决

明子。
荷叶具有清暑化湿的作用，山

楂则有消食健胃的功效，七彩菊不
但可以护肤养颜，还可明目清心，
决明子则可润肠通便，将这4种中
药放在一起泡茶饮用，天气热时泡

上一壶，不仅能美容瘦身，还能生
津清暑。

决明降脂茶
原料：山楂、绞股蓝、决明子、

三七花。
山楂消食健胃，行气散淤，化

浊降脂，绞股蓝有清热解毒、燥湿
利胆的功效，决明子清肝明目，三
七花则可降脂降压，提神补气，这
个配方不仅能降脂降压，还可提神
益气、清热燥湿，夏季头昏脑涨时
喝上一杯效果会非常不错。

美容养颜茶
原料：勿忘我、玫瑰花、茉莉

花、石竹茶。
勿忘我具有滋补肝肾、清心明

目、美容养颜的功效，玫瑰花行气
解郁，活血止痛，茉莉花则可理气
止痛，辟秽开郁，再配上具有清热
利尿作用的石竹茶，四者搭配服
用，在夏季不但可以美容养颜，还
可安神解郁。

花草入茶来消夏

7月6日,郑大三附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历时
两个月面向社会征集的

“金点子”新鲜出炉,18位
“点子大师”获得奖励。

当天下午，“我为百姓
保健康，百姓为我献良策”
金点子颁奖仪式在该院举
行，18位获奖者受到表彰
和奖励。院负责人称，来

自广东、山东、福建等全国
各地、社会各界的热心人
士，通过多种途径参与该
活动，为医院进一步优化
诊疗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改善服务态度、降低医疗
风险等提出了建议和措
施。被院方采纳的“金点
子”提出者获得了价值
500元健康体检卡。

郑大三附院“金点子”活动
完美收官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史艳香

□记者 林辉

熬夜竟熬出月经不
调？这可不是“逗你玩”！
郑州市26岁的程女士从
去年年中起就常熬夜加
班，不料月经时断时续，没
有以前那么规律，有一次
竟两个月没到。

当程女士找到张仲景
国医馆特聘专家、河南中
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退休
专家张玉芳主任医师就诊
时，她已经闭经4个月，大
夏天的手足冰冷，浑身乏
力，腰常酸困。

“中医认为闭经多由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血脉
失通所致。然而，随着生
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女性
因为熬夜、减肥、精神压力
大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起
闭经、月经延期等月经不
调现象越来越多见。”张玉
芳主任医师说，按照老百
姓的理解，既然亏，就要

补，只要多吃一些调经补
血的食物或药膳，自然能
让月经恢复如常。但实际
上，对于这些患者，食补只
是治疗的一方面，如果不
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并
给予相应的药物，闭经将
很难改善。

张玉芳主任医师说，
闭经有虚实之分，虚者多
因气血不足和肾虚，实者
多因寒凝、气滞和血淤。
虚者补之，实者泻之，采用
攻补兼施之法，往往能收
到满意效果。

经辨证分型，程女士
被归为肾阳不足，冲任虚
寒，当温补肾阳，补益冲
任。

张玉芳主任医师开出
了含有黑附子、肉桂、黄
芪、当归等中药材的方子，
叮嘱勿贪食生冷、熬夜劳
累，并随症调整方药。治
疗不到两个月，程女士的
月经就“回来”了。

熬夜，当心熬出闭经

花朵的味道,沁人心脾

高温来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泡一杯花茶，花朵的味道，沁人心脾，焦
躁的情绪得到了安抚。健康与美丽，悄悄潜入，滋养你的身心。

□记者 魏浩

肾细胞癌是危害严重的常见
恶性肿瘤, 20%~30%的患者就诊
时已经出现远处转移。过去，一旦
患者被确诊为“转移性肾细胞癌”
且无法手术切除，治疗就变得很艰
难。但近几年随着靶向药物的出
现，晚期肾癌患者似乎看到了更多
生存希望。

随着近年来防癌体检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肾癌患者，被及早发现
并采取治疗措施。近日，河南省肿
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何朝宏教授
在受访时称，该科室收治的患者
中，大约40%是在肿瘤早期发现
的。而且很多早期肾癌病人凭借
规范治疗，不仅得以保留肾脏，而

且获得了良好疗效。“很多早期肾
癌患者，经过治疗能存活一二十
年，所以早诊早治很重要。”

何朝宏教授建议，有条件的群
众应每年进行一次体检，这有助于
及早发现疾病。另外，由于肾脏肿
瘤的特殊性，放化疗手段均不敏感，
所以手术切除便成为主要的治疗手
段。“随着目前手术水平的提高，肾
癌手术不仅能实施微创的腔镜术，
而且有一半的早期病人，还可以根
据病情实施保留肾脏手术。”

据了解，此前有部分转移性肾
癌患者，由于诊断时已发展到晚
期，因此治疗效果并不明显。但随
着治疗手段的进步，现在晚期肾癌
的疗效已大大提高。何朝宏教授
说，针对原发性晚期肾癌患者的治

疗，之前一般是外科手术+免疫治
疗，患者生存时间在6~12个月；现
在采用原发灶切除手术+靶向治
疗，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延长到了
24个月或更长。对于靶向治疗的
副作用，何朝宏教授称，除了临床
上比较常见的手足局部脱皮外，小
部分出现腹泻和高血压的患者也
很容易进行控制。该科室成立初
期（2011年）收治的一名晚期肾癌
患者，通过靶向药物的治疗，至今
已存活5年有余。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和家属还
比较在意肿瘤体积是否缩小的问
题。对此何朝宏教授说，在肾癌病
人的治疗过程中，不到两成患者的
肿瘤体积会消失、缩小或变大，八
成以上的肿瘤体积不会发生变化。

综合治疗，晚期肾癌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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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居家易 55555561 专业保洁

招商
●大型快递公司有部分区域
对 外 承 包 18037378260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经
销商，项目合作 15036008588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医院招合作科室13323856681
●因调外地工作，郑州经营
有大型快递公司网点，现转
让或寻合作人 18903858317
●招手工组装 0537-4119379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电话：15038093009

转让
●食品厂转让有QS证所有手
续全13613852575
●转让商住用地 15515679333
●●盈利超市转让15713870697
●美容院美发店 15713870691

●新乡市人民路与西环路有42
亩工业用地及厂房办公楼转
让 。 电 话 ：13839080666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公告

注销公告
郑州天伦鑫兆车用燃气有限
公司（注册号：41018300002
9040）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为：李高彦和禹
西洋，李高彦为清算组组长，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66666782 厂家充氟移修收
●厂家专移修收空调66669222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 专 修 空 调 13683836352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300全套建网站13598809660
●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免费开发P2P网贷67889860

●P2P,商城系统 13253326262

让饭店酒吧
●转郑大新区北门营业中饭店
两 层 1000 ㎡ ，13213035818

寻人启事
●李存根,男,46岁，
高1.7米,5月11日
于新乡市红旗区
金穗大道走失,走
时穿黑色小方格
夹克，紫化色条绒裤，浅色帆
布鞋，有知情者请联系 15837
389672,18790505241 定 重 谢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 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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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B10、11、12版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专业预●决算 15238059117

装修装饰

●装修设计施工 13949069912
●品尚展柜厂1803911096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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