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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览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8月25日，河南妇幼儿童
康复联盟在郑州正式成立。
来自湖北、山西、江苏、辽宁、
内蒙古、新疆等27个省份及省
内的210家康复医疗服务机
构参会并签约成为联盟单位。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张振卿说，河南妇幼
儿童康复联盟是以郑大三附
院（省妇幼）为依托，联合省内
外儿童康复科及康复相关机
构组建的一个具有学术性、公
益性的交流平台，旨在探索学
术前沿，共享医疗资源，提升
诊治水平，改善人口素质，提
高儿童生命质量，减轻家庭和
社会负担，推动我省乃至全国
儿童康复治疗事业的发展。

“要定期以网络康复平台
或培训班形式，对基层康复医

师及治疗师进行培训，把前沿
的儿童康复技术及管理理念
推广到各级康复机构，针对基
层发展需求，进行专项帮扶和
手把手传授，指导基层医院临
床学科建设，与联盟单位进行
科研与技术合作。”河南省卫
生计生委副主任黄玮说。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管中
心研究员刘俊峰在成立仪式
上指出，儿童康复联盟的成立
可以更好地充分利用国家政
策优势和卫生资源，加强专业
人士间的沟通和交流，对全省
相关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开展
流行病学及病因学研究，对残
疾患儿进行筛查，及早干预，
及早治疗康复，从而做到防治
康一体化，提高治愈率，降低
致残率，不断提高河南省乃至
全国儿童残疾的预防和康复
水平。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8月28日上午，河南省直
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
中心正式搬迁至该院东院区，
标志着该院椎间盘病诊疗中
心医疗配套设施建设又迈上
新台阶。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病诊疗中心的前身是
该院疼痛科，以微创治疗脊柱
疾病为主，在河南率先开展了
超微创的椎间孔技术。

2015年4月，为了让不适
合微创治疗或不愿意微创治
疗的患者不再四处奔波，医院
以疼痛科为基础，融合骨科、
康复科等科室部分诊疗病区，
成立一个医院内的椎间盘病
诊疗中心，把所有治疗腰椎、

胸椎、颈椎等脊柱疾病的方法
集中到一起。

近年来，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不
断引进和开展新技术，中心主
任周红刚及其团队通过9000
多椎间孔镜病例经验的积累，
对颈椎病、胸椎病、复杂型腰
椎病有重大突破，被誉为国内
骨科界的“黑马”和“奇兵”，成
为河南骨科界的一张金名片。

为进一步改善就医环境
和医疗条件，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搬
迁至医院东院区，其中门诊位
于门诊楼4楼，病房位于病房
楼 13 楼和 14 楼，开放床位
110张。同时，为方便群众就
医，该中心在医院西院区门诊
楼3楼仍保留门诊。

“提醒糖尿病高风险者时
时关注血糖，每年体检测量血
糖。”徐磊说，这样可以达到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防止糖尿病
高危人群发展为糖尿病患者。

为了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确
诊率和治疗达标率，延缓糖尿
病及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由
中国医师协会发起的“城市糖
尿病及并发症免费筛查和义诊
活动”，将于 9 月 2 日（本周六）
早上7点，在郑州市二院住院部
一楼大厅举行。

年龄超过 40 岁，有糖尿病
家族史、糖调节受损史，有静坐
的生活方式，有巨大儿生产史
或妊娠糖尿病史的妇女，以及
缺乏体力活动者、高血压血脂
异常者，都可以在义诊当天早
上，空腹（不进餐、不进水）前往
郑州市二院参加免费筛查。

此外，郑州市中医院治未病科医
生杨玲玲教大家怎么喝养生茶：

减肥消脂：可饮荷叶茶、决明子
茶，健脾化湿茶。

疏肝养颜消斑：可饮佛手茶、玫瑰
花茶、代代花茶、祛斑增白茶。

血虚面色萎黄：可饮当归红枣饮，
美容养颜膏。

爱吸烟、口干咽燥或有咽炎：可饮
玄参、石斛、麦冬、桔梗等利咽茶。还
可以根据体质进行调养。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曹咏

近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
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暨“健
康丝绸之路”高级别研讨会及
健康产业博览会在京开幕。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及
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组织，中
亚、阿盟、东盟和南亚及欧洲
部分国家的近30名高层领导
和政府卫生部长出席。

在这么多医疗大咖的眼
中，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备
受青睐，由其搭建的中国国际
远程医学平台被作为我国“健
康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成果推
向“一带一路”国家。

郑大一附院高度重视远
程医疗工作的发展。由其搭
建的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构
建了国内独有的“省-市-县-

乡-村”五级联动、数据交换和
视讯会议双驱动的远程医疗
服务体系。这一体系覆盖省
内18个省辖市的30余家市级
医院、108个县的160余家县
级医院、200余家乡镇卫生院
和村/社区卫生机构，以及新
疆、山西、四川、山东、贵州等
省外100余家兄弟医院，还与
美国、俄罗斯、欧洲和非洲部
分国家医疗机构实现了远程
医疗合作，并且开展远程医疗
全链条的科学研究与临床转
化，承建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
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是国内规
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示范性
远程医疗基地和科研基地。

据悉，伴随相关方的斡
旋，河南省远程医学网络将连
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1岁男子突然眼底出血，方知已有糖尿病多年

警惕！超六成人患糖尿病不自知
核心提示丨近日，一名31岁的男子因视力突然下降，到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下称郑州市二院）就
诊，但医生告诉他，引起眼病的原因，竟是他毫无察觉的糖尿病。据了解，目前我国有相当大一部
分的人群，都处于血糖异常阶段，如果不予预防或控制，很容易发展为糖尿病。

日前，31岁的刘先生，因为
眼睛突然看不清，到郑州市二院
检查。“发现已经有眼底出血，且
视力降到0.15。造成该症状的背
后原因，是患者的高血糖。”该院
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徐磊说，刘

先生的血糖值达到了17.2mmol/
L，远远大于正常值。

由于刘先生体态肥胖，除了
血糖高，血脂、血压和尿酸也都高
于正常值。但在此前，自认为年
轻的刘先生，从未接受过体检。

“按照他的病程发展情况，得糖尿
病至少已有5年了。”所幸刘先生
及时就诊，才不至于失明。“住院
治疗一周后，血糖控制在了适合
手术的范围，这才转到眼科继续
治疗眼底病变。”徐磊说。

我国有糖尿病患者约1.39
亿，近 5 亿人面临患糖尿病风
险。“按照国际最新标准，空腹血
糖达到5.6mmol/L，就提示血糖
异常了。”让徐磊等众多专家忧
心的是，虽然血糖异常人群数量
巨大，但糖尿病的知晓率却不足
四成，超过六成患者即便得了糖
尿病，却处于不自知的状态。

之所以被患者忽视，是因为
糖尿病病程长，隐匿性强，早期

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糖尿
病患者在起初的五年内不会出
现问题，十年内不会出现大的问
题”，所以经常被患者和公众忽
视。然而，一旦出现症状，对器
官和组织的损害已经不可逆转。

徐磊说，糖尿病本身不可
怕，它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却是导
致成人失明、肾衰竭、非创伤性
截肢、心脏病和中风等的主要原
因，其致贫、致残、致死率很高。

徐磊说，对于糖尿病前期，世
卫组织的诊疗指南并不推荐药物
干预，唯一能够阻断继续演变成
糖尿病的办法，就是生活方式干
预，而多数Ⅱ型糖尿病患者也可
以通过改变饮食习惯，增加运动
量及维持健康体重来控制血糖。

简而言之，就是管住嘴、迈开
腿、少吃多运动。在运动方面，徐
磊提倡糖尿病人最有效、最可靠
的方法就是做到“三个微微”，也

就是说，糖尿病病人运动要达到
“微微气喘、微微出汗、微微心慌”
就可以了，过分剧烈的运动对身
体不利。

而对于肥胖的糖尿病人，徐
磊建议科学减重，通过适度的运
动和合理的饮食来实现减肥，特
别要关注腹部脂肪，因为腹部减
肥能大大提高糖耐量。同时，高
血压与糖尿病病情发展密切相
关，要严格控制血压。

患糖尿病已多年，直到眼底出血才察觉

血糖异常人群庞大，不自知导致血糖控制被忽视

糖尿病患者运动最好做到“三个微微”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燕

本周六，郑州有场
大型糖尿病筛查义诊活动

保温杯里泡啥茶？不同体质有讲究
最近一周，保温杯突然火了！缘起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张曾

经“摇滚”，如今已年过半百的乐队鼓手端着保温杯喝水的照
片。当事人今昔之间的对比，引起了对所谓“中年危机”的集体
共鸣。

不过，对于医学专家来说，他们更关心的则是，保温杯里应
该泡点啥？因为，不同体质的人，泡的原料应该是不一样的。

郑州市中医院脾胃科主
任王昊说，中医讲治胃病要

“三分治七分养”。在三分治
的基础上，配合调养，才能达
到好的治疗效果。脾胃不适
有湿热质、虚寒质，肝郁气滞，
所以喝养生茶是有讲究的，要
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适合自
己的茶。

脾胃湿热 症状：口干口
苦，渴不欲饮，口甜黏浊，小便
色黄，大便不畅等。

毛尖茶叶内含的咖啡碱
和儿茶素能促使人体血管壁
松弛，并能增血管有效直径，
使血管壁保持一定弹性，消除
脉管痉挛。可强机体免疫、改

善消化不良、清口臭、提神等。
脾胃虚寒 症状：食冷胃

部会疼痛、呕吐，精神乏力，食
欲不振，脉虚弱等。

红茶甘温适合养人体阳
气，其富含蛋白质、糖，可以生
热暖腹，助消化去油腻。还可
配合姜饮用，治疗胃寒，并能
改善脾胃虚寒体质。长期饮
用能缓解胃寒症状。

肝郁气滞 症状：胸胁胀
痛、腹胀、便溏、四肢倦怠，肠
鸣失气及胁胀痛等。

健脾疏肝，以健脾为主。
花茶有疏肝养颜的作用，玫瑰
花性温，味甘，可行气解郁，菊
花，金银花性寒，可清泄肝热。

郑州市中医院肺病科主
任何咏提醒，感冒是门诊最常
见的外感疾病。中医讲感冒
是由外感风寒，风邪病毒，正
气不足引起的。立秋后天气
忽冷忽热最易引发风热感冒。

风热感冒的症状是发热
重、恶寒轻、头痛、咳嗽、乏力、

脉浮数等。这时，病人应该清
热宣肺辛凉解。如金银花、薄
荷银花茶、菊花桑叶茶、薄荷
桔梗茶。因为薄荷疏散风热、
利咽喉，金银花清热解毒，桑
叶与菊花等皆能疏散风热，有
清肝明目的作用。

养生茶这样喝

分清体质再饮茶

风热感冒可饮“散热”茶

河南远程医学链入“一带一路”

河南妇幼儿童康复联盟成立

河南省直三院椎间盘病
诊疗中心搬家了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路瑞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