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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女人养生要养脾胃，脾胃不
好就会消化不良、皮肤没有光
泽、胸部下垂。平时一着凉就拉
肚子，吃什么都没胃口，做什么
都没劲，一身的肉肉或者是一身
的排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科主任医
师马素平说，这些都是在提醒你
该养脾啦。

假如脾“罢工”了，该怎么安
抚它呢？马素平说，最简单的办
法是，用饮食把它养起来，多吃
些粳米、糯米、锅巴、番薯、薏苡
仁、白扁豆、大枣、莲子肉、花生、
栗子、藕、香菇、高粱、玉米、马铃
薯、芋头、花菜、白菜、胡萝卜等
食物，可达到健脾开胃的目的。

不过，吃太撑了容易伤脾胃，所
以吃任何东西都应该七八分
饱。此外，不能喝太多的饮料，
特别是冰饮料，凉的瓜果也不能
吃，过凉伤脾。

“运动是万能的方法，依靠
适当运动来帮助‘脾气’活动起
来，这样就可以增强脾的运化功
能。”马素平说，经常坐办公室的
人可用仰卧起坐的方法，在每天
起床和入睡前做20~40个仰卧
起坐。也可以用“摩腹功”按摩，
即仰卧于床，以脐为中心，顺时
针用手掌旋转按摩约20次。这
小小的运动，对调动“脾气”可是
有很强大的作用。

马素平说，从中医角度来
看，一般脾胃功能强的人，站立
时脚趾抓地也很牢固。如果脾

胃功能不好，不妨锻炼锻炼脚
趾，“站立或坐姿，双脚放平，紧
紧贴着地面，脚趾练习抓地和放
松，相互交替，这样能对小腿上
的脾经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

“按摩小腿也是一个很好的
养脾方法。”马素平介绍说，小腿
集中了脾胃经的不少穴位，比如
足三里、阴陵泉。将小腿从上到
下依次按摩，力度以能够承受为
宜，按后觉得舒服就行了，不要
在过饱和过饿时按摩，努力坚持
每天睡前按摩三次。使用艾灸
的方法效果更好。可选足三里、
阴陵泉、关元、七海等穴位，每次
艾灸时间15~20分钟即可，灸
完记得穿衣保暖、多喝水。

在中医上，盐分可调体内元
气，且有驱寒作用。马素平说，

可在厚厚的纱布袋内装上炒热
的食盐100克，置于脐上三横指
处。也可以用肉桂粉3克、荜拨
粉10克、高良姜粉10克，装入
袋内，夜间放在脐上。这两种方
法都可以达到养脾的作用。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据悉，10月 14日（本
周六）大河报联合拜博口腔
举办“半口戴牙直播”。现

场仅设50个观看名额，届
时您将与各大网络直播平
台上的百万网友共同见证，

半口无牙面容塌陷的人，如
何当天“长”新牙当天啃螃
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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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荣
誉。

□记者 魏浩

近日，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二病区成功开展一例
开颅脑动脉瘤夹闭术。

患者赵某在乘坐飞机途中，
突发急病晕倒，并失去意识。由
于情况危急，飞机紧急迫降在新
郑机场。等候在机场的120急
救车第一时间将其送往郑州市
一院港区医院抢救。头部CT结
果显示，患者脑出血及蛛网膜下
腔出血，病情十分危重。

市一院港区医院医生与市
一院神经外科专家紧急会诊，确
诊患者为“脑动脉瘤出血”。进
一步的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的脑
动脉瘤为颈内动脉大型不规则
动脉瘤，大小为8×8×4mm。
动脉瘤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如
未及时进行手术，随时会有破裂
危险，一旦发生破裂，病人的死
亡率将达到60%以上。

由于脑动脉瘤位置特殊，颅
内积血较多，加上患者患有慢性
肝硬化合并丙肝，脾脏切除 6
年，肝脏合成凝血因子减少，凝
血机制较差，无疑给手术增加了
巨大的难度。神经外科二病区
主任孙郑春立刻组织会诊，经反
复讨论，决定实施开颅脑动脉瘤
夹闭术。与家属充分沟通后，孙
郑春、孙双华、曹新亮、陈龙等医
生历时6个小时，成功夹闭动脉
瘤。 线索提供 陈倩 陈龙

乘坐飞机
突发脑出血
郑州市一院成功为患者
夹闭颅内动脉瘤

网红老太一夜“返老还童”，咋回事？
一天暴涨1.2万个粉丝，独家揭秘老太变“红”真相！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 | 几个月前，一位老太太因
为在郑州紫荆山公园网上直播“尬舞”
火了起来。最近，这位老太太又火了一
把，只因为原本老气横秋的她，一夜之
间“返老还童”了。究竟咋回事儿？记
者随后找到了这位“网红老太”。原来，
竟是因为她在拜博口腔种了牙才变年
轻 的 。 大 河 种 牙 专 线 ：
0371-65795671

网红李老太太今年80
岁，家住郑州金水路，自从
退休后就迷上了跳舞。一
次偶然的机会，孙子把她跳
舞的过程放在网络平台上
直播了，没想到引发了网友
的关注。李老太太像发现
了新大陆一样，让孙子教她

注册直播账号，从此开始了
直播之路。没想到人红是
非多，好评恶评都向她扑
来。

“好多人在网上骂我是
‘瘪嘴丑老太’，这我哪能忍
得了。我不能让他们一直
骂下去。”缺牙多年的李老

太太，虽然在饮食上受到很
大影响，但因为怕种牙手术
太疼，就一直凑合着过。这
次因为缺牙面容塌陷，引来

“网络语言暴力”，李老太太
不干了。她痛下决心要种
牙，摆脱“瘪嘴丑老太”的网
络恶评。

老太太决定种牙后，私
下里跑了十几家种牙机构，
就想找一家技术好，价格合
适，种牙又不疼的地方。当
她来到拜博口腔时，护士带
她拍了免费的德国西诺德
口腔CT片。在全程数字化
电脑模拟下，老太太牙槽骨
的骨密度、骨宽度、骨高度，
甚至牙槽神经血管的走向

都看得清清楚楚。拜博口
腔彭布强院长根据她的口
腔数据，设计了不翻瓣、不
植骨，轻松舒适，当天种牙、
当天戴牙的数字化手术方
案，算下来比别的种牙机构
便宜了1/3。“我一听方案，
当即就决定在拜博种牙
了。”老太太跑了十几家总
算没白跑。

9月27日上午悄悄在
拜博种好牙以后，晚上7点
30分准时在直播平台闪亮
登场，一夜年轻好多的她，
一下让直播间炸了，粉丝量
涨了 1.2 万多个。老太太
说：“他们肯定都没想到我
这一夜之间‘返老还童’的
灵丹妙药，竟会是拜博口腔
种植牙。”

□记者 刘静

“网络暴力”激发变美欲 80岁老太决心去种牙

比技术、比价格选拜博种牙 一夜“返老还童”惊呆网友

百万人见证全程直播 当天“长”新牙，当天啃螃蟹

女人养好脾，从内美到外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赵贺敬

1岁的洋洋来自豫东农村。
9月初，洋洋突然出现发热咳嗽
等症状，家人以为是感冒了，带
孩子在当地医院治疗了一段时
间，但不见好转，随后，带其来到
郑大三附院。

经检查，接诊的该院小儿呼
吸科主任王秀芳怀疑孩子气管
内有异物，建议行气管镜诊疗。
随后的电子支气管镜探查印证
了这一判断：确实有一个异物卡
在孩子气管内。很快，异物被取
出，竟然是半粒花生米。

这么小的孩子，家人怎么会
让吃花生米呢？经了解，原来是
孩子自己捡到吃进去的。

该院呼吸一病区副主任宋
丽说，异物一旦进入气管，咳出
的机会很小，如在家中遇小儿异
物呛入气道，小儿出现严重呼吸
困难，不及时救治，3~4分钟即
可发生死亡。家人应当机立断
将小儿双脚倒拎，头部朝下，另
一手拍小儿背部以震抖异物，或
施救者坐在一把椅子上，将孩子
趴在自己的双腿上，孩子头朝
下，躯体向下倾斜，用双手在患
儿背部中央捶拍或挤压，有时可
把异物排出。如果施救无效，应
分秒必争到医院诊治。

绝大多数大肠癌发现时已到晚期

哪些症状暗示大肠癌？
大肠癌免费筛查正在进行中，市民可咨询大河健康热线：0371-65795660
核心提示丨据报道，一位日本漫画家因大肠癌医治无效过世，年仅27岁，非常令人惋惜。去年4月，他在微博上报告，自己被查
出患大肠癌，且不是早期。 丰益肛肠医院联合本报举办的大肠癌免费筛查仍在进行中。国庆期间，大肠癌免费筛查定点医院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门诊统计数字显示，仅八天时间，筛查出大肠恶性病变患者已经有十余位，其中3人已是肠癌晚期。

大便粘马桶，很多人生活中
都可能碰到过。郑州丰益肛肠
医院刘佃温教授解释，大便粘马
桶可能是吃了太多油腻高蛋白
食物、肠道功能紊乱等多种原因
造成的，不必过分担心。但若伴
有便中带血、腹痛、体重下降等
问题，就要警惕大肠癌了。

专家表示，结直肠癌发病率
日渐上升，但大多数老百姓并不
重视，很多患者被确诊时，已经
到了晚期。手术不仅给病人带
来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
负担。为此，政府部门在2016
年已将结直肠癌筛查纳入了郑
州市惠民“十大实事”。

大肠癌是结直肠癌的总
称，一般来说，从肠黏膜增生到
腺瘤病变至少需要5~10年，且
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因此患者
有以下早期症状，要格外警惕：

1.长期便秘。常表现为大
便困难或粪便变细，且一次不

能完全排净。
2.腹泻。常常水性粪便中

还混杂着血液。
3.肛门疼痛或瘙痒。
4.肛门肿物脱出。
5.便血。常表现为大便表

面带血，颜色鲜红或暗红。

专家建议，40岁以上人群
每年做一次肛肠检查。

那么，哪些人可以参加免
费筛查？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40岁以上的郑州户籍人口
或常住居民，持身份证均可报
名参加。

初筛包括肛肠常规检查及
肛肠镜检查。电子肛肠镜是将
微型电子摄像头深入体内，采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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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少了误诊和漏诊。

大便粘马桶是大肠癌先兆？ 大肠癌早期五大信号要知道

40岁以上市民应每年做一次肛肠检查

□记者 魏浩

1岁娃莫名咳嗽
只因半粒花生米

大河读者种牙专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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