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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浩

近年来不少人患上便秘，
在治疗便秘的问题上，许多患
者更是容易陷入误区，经常是
一便秘就吃泻药。时间久了
却不料患上了另一种病——
大肠黑变病。

据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
胃科二病区主任李鲜教授介
绍，大肠黑变病是以大肠黏膜
色素沉着为特征的，非炎症
性、良性、可逆的疾病，表现为
大肠黏膜呈棕色、褐色或黑褐
色，其间可见灰白色网状或条
纹状改变。

“这种病多见于老年人，
尤其是长期便秘并服用含有
蒽醌类的药物，如番泻叶、通
便灵等。”李鲜教授解释说，长
期服用大量蒽醌类药物，可引
起结肠黏膜上皮细胞凋亡，产
生凋亡小体，被巨噬细胞所吞
噬，并通过基底膜小孔移行至
黏膜固有层，在巨噬细胞的溶
酶体内，凋亡小体转化为脂褐
素样物，随着泻药长期使用，
这些含色素细胞不断聚集，形

成典型的大肠黑变病。
正常人肠壁为淡粉色，但

是，大肠黑变病患者在做结肠
镜检查时，大肠黏膜呈棕色、
褐色或黑褐色，其间可见灰白
色网状、条状纹，似豹皮花斑
样或蟾蜍背样，部分色素呈颗
粒样，血管纹理模糊甚至消
失，内镜下视野暗淡。

李鲜教授说，当大肠黑变
病患者同时患有结肠息肉时，
严重的要警惕有可能会造成
癌症的发生。幸运的是，该病
是一种良性、可逆性病变，消
除致病因素可以发生逆转，

“通常情况下，中医药依据患
者的情况调理是很好的选
择”。

李鲜教授提醒，便秘患者
最好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
使用泻药，且一旦症状缓解就
要停药。偶尔出现便秘症状，
吃蔬菜水果同时多喝水，或沿
大肠走向，从右往左顺时针揉
肚子，都有助于排泄。

便秘随意服泻药
当心大肠黑变病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伟琰

不幸得了癌症，找了5个医
生，可是却拿到不同的治疗方案，
究竟哪个更权威？今后，如果有
人再碰见类似情况时，可选择请

“它”来会诊。6月6日，河南省人
民医院引进沃森肿瘤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并同时启动河南省首个
沃森智能肿瘤会诊中心。

医生首先进入系统，输入患
者年龄、性别、体重等基本情况和
癌症分期、局部复发、化疗方案、
病理分期、癌症转移、神经病变等
多项具体情况，随后咨询沃森系
统，17秒后，系统给出了三个治
疗方案，分别为推荐使用方案、可
考虑使用方案、不推荐使用方
案。

这不就是机器人医生吗？
“这不是机器人，而是人工智

能。”现场，河南省人民医院肿瘤

内科东区主任仓顺东说，沃森是
一种认知型人工智能。所谓认
知，即它可以自主地学习输入给
它的大量数据，包括论文、专著等
知识型数据；所谓人工智能，则是
它可以自主地根据所学习到的数
据，与现实情况进行比对，进而做
出决策。

据了解，沃森智能系统中存
储了MSKCC大量肿瘤病例以及
超过290种医学专业期刊、200
本以上的教科书,和超过1500万
页的资料和临床指南以及超过
4000万个研究文件，而且每月还
学习最新的指南、研究和数据。
因此，沃森给出的治疗方案和
MSKCC顶级专家给出的方案有
90%以上的符合度。

目前，沃森肿瘤提供的治疗
方案覆盖了乳腺癌、肺癌、直肠

癌、结肠癌、胃癌、宫颈癌、卵巢
癌，预计2017年底之前会扩展到
8～12个癌种。

河南省卫计委医政医管处调
研员董薇表示，此次沃森智能肿
瘤会诊中心的建立，与河南省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大机遇相吻合，
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
理念引入河南，也将惠及我省众
多的肿瘤患者。

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顾建钦
说：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沃森智
能肿瘤会诊中心的作用，医院会
通过这个中心连同我们基层的医
疗专家，17家的地市人民医院，
让他们的医务人员也通过我们这
个中心，通过这个纽带，连通沃
森，连通国际高端的科研机构，也
使他们能够受到教育，得到提升，
促进基层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医生苦读十年赶不上它“思考”17秒

“沃森智能肿瘤会诊中心”启动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尹沅沅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上
了健身之路，其中，羽毛球成
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之一。
然而，对于羽毛球爱好者来
说，手腕最容易受伤。那么，
受伤后该怎么应对呢？听听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
骨科医院）郑州院区运动医学
关节镜科主任高万旭的建议。

据介绍，羽毛球的击打、
扣杀及吊、挑、推、扑、勾球时，
都要求手腕有基本的后伸和
外展的动作，然后随着不同的
技术要领，手腕快速伸直闪
动、鞭打击球或手腕由后伸外
展到内收，内旋闪动切击球，
手腕在这种快速的后伸，鞭打
动作中，还不断做出不同角度
内、外旋及屈收动作。

高万旭说，在这种情况
下，手腕部的薄弱环节三角软
骨盘不断受到旋转辗挤造成
损伤。因此，爱好者在进行羽
毛球运动时，应该特别注意手

腕的准备活动。并且应长期
坚持做好手腕损伤的预防工
作。

“我们平时可用小哑铃或
沙瓶负重做腕部练习，增加腕
部力量。”高万旭说，次数与重
量视个人情况掌握，以每次练
习出现臂酸胀为止，或加重球
拍的重量绕８字练习，以加
强、改善腕部的肌肉活动能
力。也可用砖头代替重物，同
时还可以发展手指力量。运
动时带上护腕或用弹力绷带
加固。练习量视个人情况自
行掌握。

一旦手腕受伤该怎么应
对？高万旭说，受伤早期（24
小时内）不宜进行热敷，也不
要对局部进行按压、揉捏，以
免加重出血、肿胀。正确的做
法是冰敷，因为冷刺激可以减
少出血，减轻肿胀。另外，如
患处有明显的畸形，则应警惕
骨折的发生，建议马上就医。

经常打羽毛球
小心手腕受伤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一半心脏病是吃出来的
心脏病的年轻化趋势，表明

其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而需要
每一个人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
等各个方面去注意。郑大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张师静
说，从临床上看，很多心脏病患者
的饮食调理，需要注意“三多三
少”：

1.多蔬果：菠菜、韭菜、芹菜
等蔬菜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纤
维素，可降低人体对胆固醇的吸
收，但炒菜时一定要清淡。胡萝
卜、西红柿等富含胡萝卜素，有助

于缓解动脉硬化。苹果中的纤维
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
每天吃1个，可促进胆汁酸的排
泄。

2.多谷物：燕麦、糙米、大麦、
玉米、小米等谷物不但可以防止
身体吸收胆固醇，还可以降低甘
油三酯。

3.多菌类：木耳、香菇等食用
菌富含微量营养素，能促进钙吸
收、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并且，
其含有菌类多糖，能提高免疫力、
调节血脂等。

4.少吃盐：高盐饮食有升高
血压的作用。吃盐多还能使血浆
胆固醇升高，有导致动脉粥样硬
化的风险。全天的食盐摄入量最
好不超过6克。

5.少腌肉：培根、火腿等加工
肉食含有较多钠、硝酸盐及多环
芳香烃化合物，这些成分对心脏
都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6.少吃糖：人体的高糖状态
会造成胃肠、血管、肾脏的负担同
时加重，导致心脏负荷加大，升高
血压，进而引发心脏问题。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亚平

59岁的冯阿姨在植得口腔种了
6颗牙。种牙后，她不但成了一个地
道的吃货，还爱上了旅游，结识了很
多驴友。看她走哪儿吃哪儿，大家都
羡慕不已。冯阿姨透露了自己种牙
的小秘密，几个缺牙的伙伴纷纷表示
要来植得口腔种牙。

一次冯阿姨带两人来植得口腔
咨询。不巧的是，经过仔细检查，发

现两人都不适合做种植牙。其中一
个牙槽骨萎缩特别严重，已经不具备
做种植牙的条件；而另一个因为之前
拔掉的是智齿，根本无需种植。“植得
口腔的栗主任态度诚恳，实事求是，
向我们解释了不能种牙的原因，不像
一些不正规的牙科机构，为了赚钱，
啥情况都给种！通过这件事，我更加
信赖植得口腔了，医生有技术更有医 德，现在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中德技术合作 让河南人享受德国医疗品质

周六植得种植牙现场直播，报名只剩2天！
看缺牙重生，听用牙感受，享种牙优惠，获专家亲诊!大河种牙热线：0371-65795608
核心提示 | 比完技术比专家，比完价格比品质，医院跑了三五家，牙还是没种上，咋整？别急，6月
10日，植得口腔联合大河报举办无痛舒适种植牙现场直播，国家二级口腔医院，中德技术合作，眼
见为实，看完种牙更有谱！大河种植牙热线：0371-65795608

76岁的郝老先生和老伴儿来植
得口腔咨询种牙，他的下半口牙基本
掉光，老伴儿却是4颗前牙空空，2颗
大牙缺失。

“在别的地方看过，他们建议我
种8颗，我老伴儿种6颗，这对我们两
个拿退休金生活的人来说真的有些
吃力！今天来咱这儿看看，不行的话

先把她的前牙给种上！”“我这不要
紧，好歹还能挂个假牙，他连大牙都
没了，饭也吃不成，还是先给他种！”
老两口争论不休，种植中心原主任耐
心地向他们解释，要先做检查，根据
各人情况设计种植方案，最后再决定
种几颗、怎么种、谁先种的问题。经
诊断，原主任为郝老先生制定了“种4

颗植体恢复下半口牙”的治疗方案，
而他的老伴儿，则可以通过“种2颗
牙根恢复四颗前牙，再通过即刻种植
技术种上2颗大牙”，这样一来，只需
要8颗种植体，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
缺牙问题。“这个办法好，能省近一半
费用呢！”最终，老两口在植得口腔圆
了自己的种牙梦！

不就是掉了一颗牙吗？有什
么大不了，该吃吃该喝喝！这是
很多人对待第一颗牙缺失的态
度。殊不知，掉了一颗牙，与之对
应的牙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它既
不能咬合，也无法咀嚼，已然成了
摆设。更要命的是，它的左邻右

舍，没了支撑，少了倚靠，根基渐
渐不稳，开始摇晃。日子久了，对
牙伸长，邻牙倾斜，影响的可是满
口牙。植得口腔郑重提醒，缺牙
早治疗，省时省钱效果好！为了
避免给自己嘴里装一个“慢性拔
牙器”，出现连带损伤，做种植牙

是最好的选择。本周六植得口腔
联合大河报举办8分钟无痛舒适
种植牙直播，无论您是单颗牙/多
颗牙缺失，还是全口/半口牙缺
失，都可以亲临现场观摩，提前电
话预约抢占名额！
0371-65795608

顾客来种牙，竟然“遭拒绝”？
国家二级口腔医院，口碑是这样炼成的！

相携50余载，种牙你谦我让！
植得口腔医院，为恩爱老夫妻圆种牙梦！

周六种牙直播，不妨来看看！
8分钟微创无痛，种牙不再担惊受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