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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门小疙瘩不痛不痒，大肠癌体内悄生长
大河肛肠名医节，可拨打电话0371-65795660预约电子肛肠镜免费检查
核心提示丨“原本一个小手术可以马上割掉的良性瘤子已变成恶性。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发生了！我们四十岁以上的公
民们，无论男女都要每两年做一次直肠检查，这样可以及早发现直肠病变！”新浪微博某大V在患大肠癌后感叹道。为此，本报
特邀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刘佃温教授 ，为我们详细解读大肠肿瘤的病因与治疗。

□记者 魏浩

刘佃温
主任医师，
教授，硕士
生 导 师 。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
家，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
会副会长，河南省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
国中医肛肠学科名专家”“河
南省优秀青年科技专家”“郑
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专家
推荐

注：郑州丰益肛肠医
院是医保、新农合定点医
院，市民就诊时请携带相
关证件，医院地址：郑州市
嵩山路与陇海路交叉口向
北100米

□记者 李彬

空调房里待久了，易出现关
节僵痛，头昏脑涨，乏力、免疫力
下降等情况。中医认为这个时
候应扶正祛邪，调节免疫。

郑州市中医院肾病风湿病
科杨科朋副主任医师分享“空调
病”治疗常用方。

●久待空调房出现感冒、头
晕，可用祛风化湿方（煎服）：紫
苏叶15克、生黄芪30克、藿香
10克、厚朴10克、姜半夏9克、
茯苓15克、炙杏仁10克、炒苡
仁30克、白蔻仁10克。

适用于预防夏秋因暑湿引
起的感冒，即身处高热、湿气重
的环境中，初起以发热较高、头
痛身重、口渴等。

●关节肌肉酸痛，可用祛风
通痹方（煎服）：透骨草15克、肉
桂10克、生黄芪30克、豨签草
15克，伸筋草15克，炒苡仁30
克、神曲15克、醋元胡10克、狗
脊15克。适用于预防空调病引
起的腰背僵硬，肌肉酸痛，关节
不利，怕风等症状。

另外，关节疼痛较明显，怕
冷，得热则痛减，可以使用外敷
用药。青盐500克、吴茱萸20
克混合装于布袋中（可自制），微
波炉加热后热敷关节及腰背，可
以散寒止痛，温经通络，要注意
避免烫伤皮肤。

杨科朋提醒说，中医讲辨证
施治，服用中药需根据个人体质
来用药，用药前请遵医嘱。

吹空调
感冒头晕
关节酸痛
试试小方子

培训
让急救护理
更规范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为提高护理人员急救能力，
促进急诊护理专业稳步发展，8
月 9日，郑州市继续教育项目
——郑州颐和医院急救护理培
训班，在该院门诊四楼小学术报
告厅举办。来自郑州市各级医
院的护理代表、颐和医院急救护
理学组全体成员及急诊科医护
人员共200余人参加了培训。

据郑州颐和医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郭凤云介绍，培训班
邀请的省内知名专家围绕急诊
绿色通道的建立、降阶梯思维在
急救护理中的应用、灾害现场急
救中的检伤分类、危重患者早期
预警评分与转运、常用急诊药物
规范化使用五个专题展开讨论，
各位授课专家对急救医疗护理
的前沿和热门问题都做了详尽
阐释。

本次培训班的举办，对提高
郑州市各级医院急救护理能力，
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白天坐在电脑前，晚上窝
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一个星
期都运动不了一回……这是很
多人的生活写照。这样下去，
不少人可能会“懒”出糖尿病。

“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
背后有三大推手：遗传因素、环
境因素和行为因素。”郑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徐磊
说，遗传是天生的，环境凭一己
之力很难改变，行为却是可以
改变的。所谓行为因素，主要
是和生活方式有关的因素，缺
乏运动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据徐磊介绍，如果持续6个
月不运动，体重、腰围、体内脂
肪分布、血脂均呈现不同程度
的增加，而胰岛素敏感性和身
体健康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
这样就导致一个后果——发生
糖尿病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尤
其是2型糖尿病。

其实，2型糖尿病早已被认

为是一种与缺乏运动高度相关
的疾病，超过80%的2型糖尿病
患者与肥胖及运动少有关。

研究表明，不论何种强度
的运动，均能降低糖尿病发病
的风险。如果每天都进行规律
的运动，糖尿病发病的相对危
险性可下降15%至60%。

什么时候运动好？徐磊
说，对于有冠心病或心肌缺血
的人，早晨运动可能导致心肌
梗塞甚至增加猝死的风险，而
且早晨空腹运动可诱发低血
糖。所以，对于想控制血糖的
人，推荐在晚餐1小时后再进行
运动，此时运动对餐后血糖降
低作用效果最好。

一周运动几次好？运动的
关键是持之以恒。徐磊推荐每
周进行5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每次至少运动30分钟（这30分
钟可连续进行，也能间断进行，
间断进行时，每次运动至少10
分钟，累计30分钟也是有益健
康的）；或者每周进行3天高强

度有氧运动，每次至少运动20
分钟。

另外，每周至少拿出2天做
抗阻力运动，只要身体状况允
许，每天坚持运动1 次，运动效
果最理想。如果做不到，运动
可间隔一两天进行，但别超过3

天，否则已获得的运动效果及
益处就会打折。

徐磊最后提醒，运动需要
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每次运动
前别忘了做5到10分钟的热身
准备活动，运动后也至少做5分
钟的放松活动。

刘佃温教授表示，出现肛门
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引起重视，防
微杜渐，特别是以下症状极易掩
藏直肠癌恶变，属于高危症状：

1.排便习惯。之前排便很规
律，但最近拉肚子或便秘却频繁。

2.便秘。常表现为大便困难

或粪便变细。且一次不能完全排
尽，总是感觉想排又排不干净。

3.腹泻。常常水性粪便中还
混杂着血液，排便后还有粪便残
留的感觉。

4.肛门疼痛或瘙痒。可能是
肿瘤细胞刺激神经末梢所引起的

症状。
5.肛门肿物脱出。指肛缘有

肿物隆起或直肠内肿物脱出肛门
外。

6.便血。大肠癌早期的首要
症状，常表现为大便表面带血，颜
色鲜红或暗红。

肠癌确诊多为中晚期，早期信号易被忽视
据临床数据显示，目前，在中

国的10大癌症中，大肠癌已从原
来的第 6位上升到第 3位。然
而，在诊断中，仅有20%-30%能
得到早期诊治。就医确诊时，通
常已是肿瘤中晚期。

刘佃温教授解释说，大肠癌
早期症状与痔疮极为相似，患者

很难自行分辨，也因此常常被当
作痔疮而忽视，没能引起人们的
警惕。直至出现便血量增多、严
重腹泻等现象，才去就医治疗。
特别是中年人，肩负工作与家庭
的巨大压力，常常是能忍则忍，却
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事实上，肛肠检查很简单，三

五分钟就结束，整个过程也没有
什么痛苦和不适。据了解，超导
光电子肛肠镜是将装有微型电
子摄像头深入体内，采用高达
1200万像素的医用视频高清探
头和摄像技术，医患双方均可看
到病情的发展状况，杜绝了误诊
和漏诊。

便血、肛门瘙痒等六类高危症状需警惕

懒，也能懒出糖尿病？！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及国际大牌种植牙厂家，最高补贴6000元

唯美种牙送牙冠 技术升级当然更放心
韩国种植牙+牙冠=3800元/颗，牙齿矫正牙套免费仅剩最后100个名额，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升级，是
为了向全省提供更好的
口腔服务！”近日，唯美
口腔再升级，除新增
1500 平方米豪华诊
区，15台高端牙椅及先
进设备外，配套消毒设
施也全面升级！谈及原
因，唯美口腔专家道出
了上面这句话。唯美口
腔联合大河报及国际大
牌种植牙厂家推出种植
牙享补贴再送牙冠！

另外，牙齿矫正牙
套免费仅剩最后 100
个名额，有需要的读者，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371-65795698！

“人老怎么会不掉牙呢？”
受“老掉牙”落后观念影响，李
阿姨一开始掉牙时并没有当回
事。谁知日子一久，她就感觉
吃东西越来越费力，从前爱啃
的排骨，再也没有口福吃了！
更糟糕的是，干瘪的嘴部让她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

后来还了解到缺牙不补会影响
寿命，惊出一身冷汗的李阿姨
就在邻居的推荐下，来到唯美
口腔把牙给种了。

问及感受，李阿姨喜滋滋地
说：“原本想着为了身体好，种牙
受点罪就受点罪，没想到都没觉
得疼，牙就给种好了！”

缺牙不补竟影响寿命 种植牙后再享好口福

为李阿姨种牙的是唯美口
腔的实力派种植专家刘艳广医
生，他在为李阿姨种牙前，通过
全景CT、计算机和种植导板的
辅助，再结合自身经验和技术，
设计出符合李阿姨骨量、骨密
度及最佳种牙位置的个性化方
案，实现了微创种牙，当天种牙

当天用！
据他介绍，一台成功的种

植牙手术，除了需要一位好专
家，还离不开先进设备的支持！
为了令技术设备一直保持在先
进状态，唯美口腔还于近日进行
再升级，诊区再扩大，设备再更
新，此举引发业内专家点赞！

当天种牙当天用 技术设备引业内点赞

牙齿矫正牙套免费
仅剩100个名额

为向全省提供更优质的口
腔服务，全面升级后的唯美口腔
还联合本报及国际大牌厂家推
出种植牙享补贴再送牙冠，韩国
种植牙 3800 元/颗（含牙冠）。
除此之外，牙齿矫正牙套免费仅
剩最后100个名额，本周六特邀
华西硕士、郑大专家一对一面
诊，现在，读者们拨打电话就能
享受以下种植补贴和名医预约：

韩国种植牙 2000元/颗

德国种植牙 4500元/颗

瑞典种植牙 6000元/颗

种植牙厂家补贴

□记者 李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