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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更多女性读者得到实
惠，大河报联合河南省中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送出“女神月”福利！

你只需关注微信公众号“河
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通
过该微信公众号预约专门推出
的两款女性体检套餐即可享巨
惠：其中，价值717元的套餐现价
500元，价值1017元的套餐现价
750元。

选做以上任意女性体检套
餐，在打折优惠基础上，可额外
获赠价值110元的阴道彩超！

如果这两个套餐不符合您
的要求，还有其他福利：现场选
择项目，所有单项可享9折优惠；
现场选其他套餐，可享8.5折优
惠。

请记好喽，“女神月”活动时
间为3月7日~3月31日。

29岁的刘女士是一位慢性肾脏病
患者，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当了妈
妈，她的心也蠢蠢欲动，而且愿望日益
强烈。

可是，令她绝望的是，当她去医院
咨询时，一听说她是一位慢性肾脏病患
者，医生就给出了否定答案。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妊娠对于
肾脏的影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肾脏病医院院长赵占正说，妊娠会加重
肾脏负担导致肾脏超负荷工作，因此，
对于妊娠前已罹患肾脏疾病的患者，妊
娠可能造成原有肾脏疾病加重，引起肾
功能急剧恶化、血压升高、并发先兆子
痫等。与此同时，胎儿则可能发生死
胎、胎儿生长受限和早产。此外，除了
妊娠本身对肾脏的影响外，妊娠期出现
的一些并发症也会造成肾脏损伤，比如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胎盘早剥等。这样
看来，对于育龄期女性，不管妊娠前患
有肾脏疾病与否，妊娠期出现肾脏损伤
的可能都是增加的。

那么，患上肾脏病的女性，真的就

不能怀孕生孩子了吗？
在赵占正看来，慢性肾脏病早期且

血压正常、尿蛋白量较少的患者可以考
虑妊娠，慢性肾脏病中晚期、高血压难
以控制、尿蛋白量较大、狼疮性肾炎活
动期等情况不适宜妊娠。但是对于不
适宜妊娠却仍有强烈生育意愿的患者，
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希望。

“在肾脏病科、产科、成人重症科室
及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共同努力下，
透析患者、肾移植患者也都有成功生育
的先例，不过其代价及风险之大需要慎
重评估。”赵占正说，对于经过慎重评估
及了解风险后决定妊娠的患者，在妊娠
前需要控制血压、治疗原有肾脏疾病、
选择对于生育影响最小的药物。对于
已经成功升级为准妈妈的肾脏病患者，
妊娠期的血压管理、药物管理、饮食管
理、化验指标监测、胎儿情况监测，一样
也不能疏忽。如果妊娠期间出现不适
合继续妊娠的情况，千万不可瞻前顾
后、优柔寡断，及时终止妊娠、尽全力保
护孕妇的生命永远是最重要的！

患上肾脏病，还能怀孕吗？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联合本报推出“女神月”健康巨惠——

女人：爱自己，从健康开始！
核心提示丨岁月可以沉淀女性的优雅与智慧，却无法留住女性的美丽容颜。所以作为

女人，爱自己是重要的一课。女人爱自己的方式很多：吃好、穿好、保养好。然而，芳华易逝，
健康难求。注重身体的健康才算是女人真正爱自己的表现。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提
醒女性朋友，一年至少一次的体检十分必要，尤其在乳腺癌、卵巢癌、子宫癌等女性特有疾病
高发的当下，针对这些疾病的检查一定要做。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在近些年关于单位集体体
检的诸多采访中，记者发现一
些女性在抽血、心电图、B超检
查后，主动放弃了妇科检查项
目，而原因竟是怕疼！

“我们经常会碰到害怕妇
科检查的女性，一部分是对妇
科检查存在偏见，不好意思将
隐私部位裸露给医生看。”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负责妇
科检查的董丽医生介绍说，还
有一部分就是觉得不舒服，怕
疼。尤其50岁以上、绝经后的
女性，因为绝经后分泌物减少，
检查时如果手法生硬，更容易
导致疼痛、不舒服。

但是，董丽强调，妇科检查
该做还是要做的，毕竟，很多妇
科疾病在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
的，只有通过定期妇科检查，才
能尽早发现。若发现得太晚，

就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一位40多岁的女性曾经

来河南省中医院体检，因为以
前做宫颈刮片说“没问题”，所
以总觉得自己没啥妇科毛病，
也不在意。没想到，经过妇科
检查发现，除了宫颈糜烂外，一
碰触还有不正常出血现象，于
是让其进一步做了TCT+HPV
检查以及活检后，发现竟是宫
颈癌早期。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最大的特色就是“无痛妇
检”，医生通过转移体检者的注
意力让其放松，再加之多年的
熟练操作，让体检者在不知不
觉中就完成了检查。这里的

“无痛妇检”也得到了很多女性
体检者的好评。

董丽建议，已婚女士定期
做妇科检查排查卵巢癌；25岁

一直筛查到70岁，尤其是已婚
女性或有性生活3年以上的女
性，绝不能拒绝TCT检查，每
年一次；女性自30岁开始，每6
个月进行一次经阴道彩超和肿
瘤标记物CA125的检查。

除了不惧怕妇科检查外，
乳腺检查也是女性检查必不可
少的检查项目。

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
刀》曾发表名为《中国乳腺癌现
状》的文章，指出：中国乳腺癌
患者的发病年龄集中在48~50
岁，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提早了
10岁左右。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副
主任医师朱晓瑜就此提醒，对
于有家族病史的女性，至少一
年一次的检查很有必要，而对
于40岁以后的女性，检查乳腺
时，最好超声+钼靶结合检查。

这些女性专属检查不可少

健康有方
体检、健康管理可咨询
0371-60908755、60906448

“我妈最近两个月都睡不
好，常失眠，帮我推荐个医生
吧。”“有一个月了，我妈晚上总
失眠，你觉得哪个医生看得好？”

“我妗子给我表妹看孩子，回来
后就开始睡不着觉，这种病应该
去哪看？”最近一周，记者密集性
地接到身边人的求助，而当事人
均是60岁左右的老年女性。

“来门诊看病的老人中，确
实女性要多。”郑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副院长胡雄说，在就诊的老
人中，睡眠障碍最多，其次是焦
虑，再次是抑郁。

“这些疾病确实更‘重女轻
男’一些，以产后、更年期患病者
居多。”胡雄说。

在胡雄看来，这和患者本人
的性格也有关系，“每个人独处
时候的心理状态不同，有的人不
能处于空的状态，爱操心，而对
于老人来讲，儿女和家人当然是
最容易牵挂的对象”。

该怎么预防呢？
“大起大落的情绪如果处理

不好，很容易感觉失落、孤独，甚
至还会引发一系列身体上的不
适，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
面需要子女多关心，另一方面也
需要老人自我疏导和排解。”胡
雄说，比如老人应该找到一个健
康的爱好，经常参加社区集体活
动等。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老
人失眠超过两周，一定不要大意
了，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宗景

近几年，微信朋友圈波澜兴
起，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和联
系交往。在中药中，有很多药名
相仿、性味相关的品类可以建起

“朋友圈”，但在临床使用中需要
将其鉴别区分开来，参类即是其
中一种。市面上常见的参有八
种，分别是：人参、西洋参、党参、
太子参、丹参、玄参、苦参、沙参。

人参是五加科人参属的植
物根，按炮制方法不同分为生晒
参、红参。生晒参是鲜人参直接
晒干入药。红参是鲜人参经蒸
煮后入药，因颜色发红叫红参。
另外，按照生长环境的不同，又
可分为野山参和园参。自始至

终在野山上生长的叫野山参，因
价格贵且稀少临床应用不多。
人工栽培的称为园参，价格亲
民，应用较广。人参在临床上多
用于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
益肺、摄血生津、安神益智。

西洋参也属于五加科人参
属。目前市场上，主要分国产和
进口两类。进口参多产自加拿
大和美国，因美国国旗为星条
旗，产自美国的又称为花旗参，
属质量上等。西洋参有滋阴补
气、宁神益智及清热生津、降火
消暑的功效。补而不燥是西洋
参的特别之处。

党参为桔梗科党参属植物，
因产于山西上党地区而得名。
功效类人参，价位较低，因此在

临床中经常替代人参使用。
太子参是石竹科植物，又名

孩儿参、童参。味甘、微苦、性平
偏微寒，功效方面和西洋参类
似，益气养阴，也是个清补药，作
用在脾、肺、心三脏。

丹参为唇形科植物丹参的
根，因其外皮颜色发红，且体格
像人参，所以叫丹参。功效活血
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
消痈，生用或酒炙用。

玄参是玄参科植物的干燥
根，通体显黑色，其根部和人参
相似，所以叫玄参。功效其一是
清热凉血，其二是解毒散结。

苦参是豆科植物，入药部分
也是根，是清热燥湿药。由于气
味太苦，煎汤内服难以下咽且败

胃，临床中多外用，像妇科的湿
热白带过多等症状，就常用苦参
煎汤熏洗局部，皮肤的湿疹也可
以用苦参浸泡或者湿敷。

沙参有北沙参和南沙参两
种。北沙参是伞形多年生草本
植物珊瑚菜的根，南沙参为桔梗
科植物轮叶沙参或沙参的干燥
根。北沙参可以滋肺阴、润肺
燥、清肺热，用于治疗肺阴虚所
致燥咳、虚痨久咳、咽干口渴。
南沙参和北沙参一样，也可作用
于肺胃，也是典型的清补药。
南、北沙参有两点不同：在清养
肺胃方面，北沙参的力量略强于
南沙参；南沙参略有一点补气祛
痰的作用，对于气阴两伤和燥痰
咳嗽者，南沙参更适合。

假如人参也有朋友圈健康讲堂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筝

微信预约体检套餐
享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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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失眠别大意
焦虑抑郁更“重女轻男”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广告

招聘·招租
河南畅兴物流，现需招聘：
1、装卸工20名：年龄40岁-50
岁、身体健康，工资面议。
2、司机 10名：年龄 25岁-45
岁、两年以上驾龄，本人持有C
证以上驾照，工资面议。
3、文员2名：年龄20岁-30岁、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工资面议。
4、财务工作人员 1 名，年龄
20-30岁，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工资面议。

另外园区现有库房3000平
方对外出租。交通方便，地
理环境良好，价格优惠，欢
迎各界商户前来招租。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18037696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