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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景

西洋参原产于加拿大魁北
克与美国威斯康辛州。直到17
世纪，西方医学才知道人参的药
效，并根据其标本和图形在当地
自然条件相近的森林中展开寻
找。1716年，他们找到了一种类
似人参的植物，即西洋参。结合
当地土著居民的使用历史，西洋
参随即在当地开始大批量种植。

1948年，我国开始引种西洋
参，直至1980年种植成功。在市
场的广泛流通中，逐渐有了西洋
参和花旗参的不同称谓，因为美
国国旗是花条旗帜，所以进口的
称花旗参，国产的叫西洋参。

西洋参的参根采收以后，通
过冲洗除去泥土、微生物及病
疤，再经过加工干燥成为干参。
干西洋参有西洋参片、西洋参
枝、西洋参节（支根）、西洋参须、
西洋参粉几个规格，较常用的是

西洋参片。西洋参片的性状一
般为长圆形或类圆形薄片，外表
皮浅黄褐色，切面淡黄白色或黄
白色，有棕黄色形成层环，皮部
有黄棕色点状树脂道，近棕黄色
环处较多而明显，木部略呈放射
状纹理（俗称菊花心）。

国产参主根多呈圆锥形或
圆柱形，长3~8cm，表面土黄色，
稍瘪瘦，皮稍粗糙，须根痕较少，
皮孔明显横向；进口参主根呈长
纺锤形、圆锥形或圆柱形，长2~
5cm，表面浅黄褐色，饱满，皮细，
须根痕较多，皮孔呈线状。质地
上，国产参体较轻，略不坚实；进
口参体重，质坚实。断面上，国
产参断面没有进口参断面平坦，
略显粉性，颜色黄白色，而进口
参断面颜色呈浅黄白色且角质
样。另外，进口参的特异香味较
国产参浓厚，且口感持久。

市场中伪品西洋参以经特
殊加工的生晒参冒充者居多。

西洋参芦头较小，一般看不见芦
碗或芦碗稀少；生晒参芦头明显
较大，芦碗较多，大而凹陷较深；
西洋参皮孔较粗壮；生晒参的皮
孔较细长；质地——西洋参质地
坚实而重，置手中感到沉重；生
晒参质地较轻，置手中有轻浮
感；西洋参一般质硬，不容易剪
断，当剪断时声音较清脆，生晒
参质较松、易剪断，当剪断时清
脆声不明显；西洋参断面裂隙不
明显；生晒参断面可见明显裂
隙；西洋参断面形成层色较深，
可见继续排列的朱砂点（树脂
道）；生晒参断面形成层环色较
浅，朱砂点（树脂道）稀少。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马一禾

春季乍暖还寒，气温忽高
忽低，是各类皮肤病的高发季
节。昨天，记者了解到，近段
时间，河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
接诊的患儿大幅增加。

“近半月以来，仅东区医
院日门诊量就达300人次，其
中，一些孩子是旧病复发，一
些孩子则是过敏引起的各类
皮炎。”该院东区皮肤科主任
张嫦娥说，患儿多为湿疹、荨
麻疹和丘疹性荨麻疹，还有病
毒疹等。

在张嫦娥看来，春季气候
比较干燥、空气湿度较低，大
风天气较多，皮肤中的水分容
易大量散失，导致肌肤水油失
衡，而婴幼儿的皮肤和皮下组
织非常薄嫩，对外界环境的适
应能力较差，再加上自身的免
疫系统尚未完善，抵抗力较
弱，容易出现皮肤问题。另
外，春季光照增强以及空气中
散发的花粉、尘螨、粉尘等物
质增多，都增加了宝宝皮肤过
敏的几率。

“湿疹好发于宝宝的面
部、头皮及耳根部，表现为对
称性红斑、红色丘疹、鳞屑，甚
至出现红肿、小水疱、糜烂及
渗出，严重时躯干、四肢、手足
背、乳头甚至口唇部均可出

现。”张嫦娥介绍，引起湿疹的
原因非常多，主要与遗传和环
境有关。

荨麻疹和丘疹性荨麻疹
在春季很常见。张嫦娥介绍，
一般性的荨麻疹是由于不同
的致敏物质或其他问题导致
皮肤黏膜的过敏反应，主要表
现为大小不等的风团伴剧烈
的瘙痒。丘疹性荨麻疹主要
与昆虫叮咬有关，多发生于四
肢或皮肤暴露部位，为绿豆至
花生米大小略带纺锤形的红
色风团样损害，也可出现水
泡、大疱，受刺激或抓挠后易
发生糜烂。

还有一些孩子是感染病
毒后引起的皮肤发疹，如麻
疹、风疹、幼儿急疹等，多为婴
幼儿。此类皮疹一般会随着
病愈而自行消退。

张嫦娥说，预防皮肤病，
首先是对明确有过敏体质的
儿童，应避免再次接触致敏
原，防止复发。对于食物过敏
的，只能靠忌口。不过很多孩
子到6岁以后，随着肠道功能
健全，原来不耐受的食物可以
耐受了。

张嫦娥提醒，家长应该及
时除螨，消灭臭虫、跳蚤、虱子
及其他昆虫；养宠物的需要及
时消灭宠物身上的各种虫
子。同时，家中应保持卫生，
开窗通风，勤吸尘。

“探秘”西洋参健康讲堂

1.直播幸运奖：免费高品质种
植体一颗（登腾原价6800元）。

2.直播礼券：限 50 份，种植及
修复代金券和特惠卡各一张。

3. 进 口 种 植 体 补 贴 后 低 至
2832元/颗，

4.国际大牌种植体给予2000~
5000元特价补贴；

5.半口种植补贴后仅需2万元；
6.进口补牙 180 元，隐形矫正

满10000元减3000元。

花园口腔践行“做有温度的牙医”，种牙享公益补贴低至2832元/颗

看直播+专家把关+精准种植=专属种牙方案
看直播，免费赢高品质牙根，前50名电话预约大河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送代金券和特惠卡！

核心提示 | 缺牙老人想做种植牙，该如
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种植方案？怎么确保种植
过程万无一失？好的种植专家应该具备哪些
条件呢？迫切想种牙的王阿姨，因为种种顾
虑拖了一年时间，最终在花园口腔做了一口
“幸福牙”！是什么让她放下了心中顾虑，坦
然接受种植牙手术的呢？本周六（3月17日）
花园口腔种植牙直播，现场为您揭开种植牙
“神秘”过程，助您早日种新牙！

郑州二七区的王阿姨因
烤瓷牙修复失败决定种牙，但
是对种牙方案、种牙专家、种
牙效果存在种种不安，纠结了
1年多还是不敢种牙。来到花
园口腔后，经拍片检查后发
现，王阿姨患牙出现根尖炎
症，牙槽骨严重吸收，近1/2的
牙根裸露在外，无法保留只能
拔除。

花园口腔李伟华院长为
王阿姨申请了花园口腔种植
牙直播名额。直播现场，李院
长针对手术的种植位置、角
度、深度讲解得清清楚楚，王
阿姨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刚
听到手术两个字时，紧张得腿
都发抖了，没想到整个过程这
么轻松，医护人员非常专业、
非常耐心，让我下决心种牙。”

为了全面提高口腔治疗
质量，花园口腔种植牙领域有
卓越表现的医生组成了专属
专家团，包括花园口腔种植

“圣手”李伟华院长、资深种植
专家辛永涛主任等，针对每一
位患者的每一颗牙提供权威
病例讨论，从拍片、方案设计
到种牙，对比大数据，多重把
关种牙方案，让每一位顾客放
心用上恒久好牙。

此外，花园口腔将建院至

今，累计的数万例成功种植牙
案例的3D数字化牙片，放入
大数据系统，并对这些数据进
行专业化处理，像一本辞海包
罗几乎所有类型的缺牙方
案。每新增一例种植牙案例，
都能迅速搜索到相匹配的案
例，自动生成一套个性化种植
修复方案，然后由专家团为患
者提供每一颗牙的权威病例讨
论确认，在可预见种植的基础
上，让每一位患者安心种牙。

种植牙咨询100次，不如亲眼见证一次

□记者 刘静

一颗种植牙背后，是大专家团和大数据库

花园口腔凭借着尖端的美国
CT和计算机导板，只需12秒就可
精准测量出牙槽骨的高度、厚度、
宽度等关键数据，进而精准判断出
准确的种植点，精准度可达1微
米，是一根头发丝的1/60。精准
种植整个过程舒适高效，精准细
致，种植体相容性更好。无损植入
设计使植入更顺利，与种植体严密
贴合，植入后的牙齿自然美观、安
全稳固、持久耐用。

种植牙金标准，
确保每一颗牙精准种植

周六来花园口腔看直播赢好礼

乍暖还寒
小患者扎堆皮肤科门诊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祖曼

48岁的李先生晚餐后突
发背部剧烈疼痛，伴有胸闷，
大汗、血压升高，高度怀疑“急
性主动脉夹层”。被紧急送到
省胸科医院后，确诊为升主
动脉瘤和急性B型主动脉夹
层。

哪种治疗方案对李先生
是最适合的？

一番讨论后，该院心血管
五病区主任范卫东和心外科
主任张瑞成最终确定，以微创
方式为扩张的主动脉“塑身”
及腹膜支架修复降主动脉。

“主动脉夹层是由于高血
压、动脉硬化、外伤、妊娠等因
素引起的主动脉腔内血液从
主动脉内膜撕裂处进入主动
脉中膜，使其分离形成主动脉
壁的真假两腔分离状态，一旦
破裂后果严重。患者升主动
脉瘤已经形成，也面临随时破
裂出血的危险。”范卫东说，两

个主动脉病变并存，让治疗变
得棘手和复杂。

不过，经过心血管内外科
专家的共同努力，李先生升主
动脉上“骄傲的将军肚”消失
了，降主动脉的破口处也得到
修补，消除了“破溃的堤坝”。
而这也成为该院首例以外包、
内衬的方式完成的升主动脉
成型+主动脉覆膜支架植入
术。

昨天，记者从省胸科医院
了解到，术后，李先生恢复良
好，近期即可出院回家了。

范卫东说，主动脉夹层是
埋在患者体内的“不定时炸
弹”，采用手术方式需要个体
设计，尝试采用新的思路和方
法，借鉴别人的经验去创新，
让患者受益，是每个医生所想
所愿。

针对主动脉夹层等心血
管疾病高发的情况，范卫东呼
吁，控制血压，减轻体重，限制
食物摄入量，适量运动，减少
主动脉疾病发生率。

主动脉双层威胁
“外包+内衬”化危机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常榕

近日，南阳的周先生到省肿
瘤医院普外一病区进行相关检
查，主管医生、副主任医师姬社青
告诉他：“术后恢复良好，回家正
常生活，定期来化疗就可以了。”

周先生今年51岁，春节前因
胃部不适、身体消瘦，来到省肿
瘤医院普外科治疗。经胃镜、病
理等相关检查，被确诊胃窦癌。

经过积极的术前评估和准
备，姬社青团队为其实施了完全
腹腔镜下胃癌根治+ Uncu-
tRoux-en-Y吻合手术。

术中，在腹腔镜下完成胃周
淋巴结清扫和远端胃切除后，采
用胃空肠UncutRoux-en-Y吻
合及吻合口处公共开口的手工
缝合，于左上腹切开一长约3厘
米的切口将标本整块取出。

据姬社青介绍，胃癌根治+

UncutRoux-en-Y吻合术是一
种新兴的针对胃窦肿瘤的消化
道重建方法，与传统的胃癌切除
术后毕罗 II 胃空肠吻合术及
Roux-en-Y吻合方法相比，可
减少以往术后返流性胃炎、食管
炎、Roux-en-Y潴留综合征等
术后消化道并发症，在根治基础
上为胃癌患者提供了更佳的消
化道重建方式，将极大改善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

胃癌根治术又有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