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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春天来了，对于易过敏者
来说，意味着离过敏的可怕日
子不远了。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药务科主任张慧芝提醒，
生活中除了注意远离过敏原、
采取防护措施外，一旦出现过
敏，怎样选择药物非常重要。

过敏性鼻炎，轻症无需口
服药。张慧芝说，与其他过敏
性疾病不同，过敏性鼻炎一般
不需要口服药物，而以鼻腔用
药为主，因为口服抗过敏药经
血液循环到达鼻腔时，药效比
较差。最好用鼻喷雾剂，需在
医生指导下用药。

过敏性皮肤病，别用油性
软膏。张慧芝说，皮肤如果出
现红斑、风团、丘疹，而且特别
痒很可能是花粉过敏症，使用
外用药时注意不能涂抹油性
软膏，因为油性软膏可能吸附
粉尘等脏物，影响皮肤散热，

不利于病症缓解。涂药前用
凉水清洗皮肤，特别是从外面
回到家里，应及时洗干净。同
时还需酌情口服抗组胺药物。

过敏性哮喘，提前一个月
用药。张慧芝说，过敏性哮喘
属于速发疾病，但病症比一般
的哮喘要轻，治疗上也相对简
单。如果已诊断为过敏性哮
喘，在春季来临前1个月提前
用药，可起到预防作用。

“需要提醒的是，选用抗
过敏药要注意三点，一是抗组
胺药优先；二是不要长期、大
剂量服用某一种抗过敏药，否
则会使药物失效；三是在用药
同时，要注意对过敏原的控
制。”张慧芝说，对于吸入性过
敏原，如花粉、尘螨、粉尘、柳
（杨）絮、雾霾、动物皮屑、冷空
气等，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
施，例如戴口罩。对于食物过
敏原，比如虾蟹、海鲜、鸡蛋、
牛奶、菌类等，要避免摄入。

春游防过敏 选药很重要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彭永强

近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骨科二病区成功地为一
名百岁老人实施了人工股骨
头置换手术，术后第三天老人
已可下床行走，创造了该院有
史以来高龄患者重大手术的
历史性突破。

100岁的薛老先生于数
日前不慎摔倒，当时感觉左髋
部剧烈疼痛，不能站立。考虑
到老人95岁时另一侧股骨颈
骨折时，郑大二附院骨科二病
区朱宇主任顺利为其进行了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恢复良
好。这次，子女们又连夜将薛
老先生送到郑大二附院。经
检查，老人为左侧股骨颈骨

折。
由于薛老先生高龄，合并

有疼痛引起的高血压、肺部感
染、人工造瘘等多种全身性疾
病，病情很不乐观。朱宇立即
组织全院有关科室进行会诊，
并成立了包括骨科、内科、麻
醉科、重症监护室等医护人员
在内的治疗小组，进行认真讨
论后，决定进行人工股骨头置
换术。

朱宇主任亲自主刀，在李
高磊主治医师的配合下，在麻
醉科副主任杨现会教授团队
的密切配合下，严密监测生命
体征变化，顺利完成了手术。

术后，老人恢复良好。三
日后在医护人员的指导协助
下，老人已可下床行走。

中医认为，常按摩对耳
朵、肾脏及全身脏器均有保健
作用。

按摩耳郭 双手握空拳，
用拇指和食指沿耳郭上下来
回按摩，直至耳郭充血发热，
此法可疏通经络，对肾脏及全
身脏器均有保健作用。

下拉耳垂 用左右手的拇
指、食指同时按摩耳垂，先将
耳垂搓热，然后再向下拉耳垂

15~20 次，使之微微发热即
可。

推摩耳根 食指放在耳
前，拇指放在耳后沿耳根由下
向上推摩，40~50次。推后感
觉耳部发热，面部、头部也会
有发热的感觉。

提拉耳屏 用食指、拇指
提拉耳屏，自内向外提拉。手
法由轻到重，牵拉的力量以不
痛为限。每次3~5分钟。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晨

昨天，在河南省儿童医院
内，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
心精准健康扶贫靶向帮扶活
动正式启动。现场，来自淮阳
的一位先心病患儿获得了精
准健康扶贫靶向免费救助。

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发
中心，是以我国现代儿科医学
奠基人诸福棠院士的名字命
名，全国首家从事儿童医学发
展研究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
组织。去年，该中心成员医院
已遴选出23家医院作为首批
试点目标医院，探索制定可行
的儿童建康扶贫计划，通过儿
科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儿童
健康知识教育以及对因病致
贫家庭提供靶向帮扶等方式，
对贫困地区儿科医疗机构及

患儿开展医疗帮助，改善贫困
地区儿科的就医现状，带动和
提升贫困地区儿科诊疗能力，
实现医疗水平同质化。

靶向帮扶首先要“立好
靶”，精准识“病”。2015年的
数据显示，全国贫困农民中，
有44.1%是因病致贫，重大疾
病已经成为横亘在贫困人口
脱贫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健
康扶贫已成为脱贫攻坚任务
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

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
中心开展的靶向帮扶，是对因
病致贫、返贫的患儿家庭进行
精准帮扶，开启治病绿色通
道，并给予经济支持。中心成
立靶向帮扶项目小组，派专人
对理事成员医院上报的因病致
贫患儿家庭进行实地走访调
研，确定对患儿进行靶向帮扶。

河南儿科精准健康扶贫
靶向帮扶活动启动

保护耳朵 倾听世界的声音
核心提示丨耳朵是我们聆听

世界万物各种声音的窗口，所以，
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护好耳
朵。究竟该怎样做？听听河南大
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耳鼻喉科主
任、主任医师于圣立的办法。

避噪音 噪音大时捂双耳

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如去KTV、
酒吧、体育赛事和其他嘈杂场所时，
不时离开让听觉器官短暂休息。长
时间接触各种噪音，会引起听觉疲劳，
甚至出现耳鸣、噪音性耳聋等现象。

戒挖掏 耳部不适勿手掏

许多人有不良的掏耳习惯，使用
不洁用物掏耳或频繁掏耳，容易损伤
耳道引起感染、发炎，有时还可能损
坏鼓膜。耳道奇痒难耐时，可以用无
菌棉签蘸少许双氧水轻擦即可。

勿入水 耳道进水常清理

耳朵进水，容易带着细菌一并进
入耳道中，从而引起耳道炎症，洗澡、
游泳时一定要注意避免耳朵进水，在
游泳、洗澡时可佩戴耳塞，结束后使
用无菌棉签将耳道中的水分吸干，有
利于更好地保护耳朵。

慎用药 全身用药需谨慎

尽量避免应用耳毒性药物，如庆
大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新霉素等，
当患者解毒排泄功能较低时，应用这
些药物可能引起耳中毒损害听力。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注意保持饮食均衡，多食
新鲜水果蔬菜，勿常食用高脂
肪油腻性食物，若进食过多高
脂肪餐会使体内胆固醇含量

升高，人体血液当中的血脂含
量也会随之升高，从而导致血
液变得黏稠，引起内耳供血不
足。

感觉不适及时看医生。
当耳部不适时，应立即去医院
做检查，准确判断引起耳部不
适的原因，及时诊治从而更好

地帮助耳朵恢复健康。同时
还需要定期体检，常检查能够
及时发现耳朵异常，争分夺秒
进行治疗，更好地保护耳朵。

食均衡 饮食均衡供血足

早诊治 早期就诊定期查

常按摩 保健按摩很重要

自活动开始，已有百余人参
与此次公益援助活动，并陆续完
成缺牙修复，重获口腔健康。

对此，于根艺老师表示：“在
我的艺术生涯中，我一直将我的
表演深深植根于中原博大精深
的传统文化中，而花园口腔品牌
创立七年以来，一直秉承做有温

度的牙医，以‘让中原人享受国
际一流的医疗品质’为愿景，我
们对中原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倾
力回报于中原人民的目的都是
一致的，相信我们的携手能够让
更多中原百姓敢秀敢笑，每天都
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健康的笑
容！”

“2018口腔健康公益普查暨治疗援助行动”正在进行中

表演艺术家于根艺携手花园口腔助力公益种牙
花园口腔种植牙手术直播分享会4月14日隆重举行，现场有机会获得免费种植牙根
大河报报名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为让更多人摆脱缺牙困扰，著名
表演艺术家于根艺先生在花园口腔为夫人解决缺
牙问题后，与花园口腔共同携手助力“2018口腔健
康公益普查暨治疗援助行动”。花园口腔深入郑州
市各个社区开展口腔卫生知识宣教和免费面诊，同
时为广大缺牙市民，特别是半口、全口牙缺失及经
济困难者提供种植牙大额公益补助，其中对社会有
特殊贡献者如抗战老兵、劳动模范、退休教师、德艺
双馨艺术家、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可享受免费植牙。

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
演员于根艺夫人乔伟老师曾因
早年的就诊经历而恐惧看牙，为
此饱受牙齿缺失痛苦。为了让
夫人拥有一口健康好牙，于根艺
老师多方考察，了解到花园口腔

的技术实力和暖心服务，最终选
择在此为夫人种牙。舒适愉快
的诊疗体验充分践行了花园口
腔“做有温度的牙医”的品牌理
念。在诊疗结束后，基于对理念
的认同，于根艺老师携手花园口

腔共同推进“2018口腔健康公益
普查暨治疗援助行动”，为全民
口腔健康水平提升而发声，让更
多民众了解到这一公益活动，从
而将这份爱心援助送到最需要的
人手中，让更多人享受口腔健康。

此次公益援助行动由花园
口腔种植牙中心首席专家李伟
华院长领衔，数十位多颗、疑难
种植专家大咖共同组成公益援
助专家团，为每位援助患者提供

口腔检查、方案设计、亲诊手术
等服务。花园口腔专注中老年
种植牙，亲骨种植、即刻种植、微
创种植、多颗种植、数字化导航种
植等技术，以及能够解决牙槽骨

骨量不足的各类骨增量和上颌窦
提升术的开展，从技术上保证每
位缺牙患者的种植品质，确保每
位患者能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种
植牙方案，种植效果更有保障。

让有温度的牙医温暖更多人

专业团队铸就品质笑容

公益援助活动详情
1.进口种植体援助后低至

2860元/颗；
2.半口种植仅需2万元；
3.高端种植体享相应特别援

助；
4.对社会有特殊贡献者如抗

战老兵、劳动模范、退休教师、德
艺双馨艺术家、优秀科技工作者
等可享受免费植牙。

植根中原全心回馈中原百姓

□记者 刘静 通讯员 张辉

百岁老人骨折
术后成功下床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