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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作为健康管理中的第
一个环节——健康信息的采集，
一直是疾病预防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很多医院，体检项目相
同，千篇一律，甚至萝卜快了不
洗泥。

刘永生主任认为，泛泛的体
检无异于走过场，为每个人量身
订制体检方案，才是体检的真正
价值所在。

在该中心，不论个人还是单
位组织体检，都可以“私人订制”。
只有这样，才能有病查出病，没
病查了放心，让体检更有意义。

生活中，有个普遍现象，就
是很多体检者即使查出了毛病

也不管，觉得小病无大碍。
“体检只是健康信息的采

集，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刘永
生主任说，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
检中心巧用“互联网+”，把单纯
体检向健康管理医学服务转变，
实现检后评估、干预、监测与促
进全程健康管理服务，以达到健
康管理的目的。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的这些做法赢得了人们的青
睐，从2015年起，每年都有超过
12万人去体检，同时得到同行的
好评，这次荣获“全国健康管理
示范基地旗舰单位”称号就是很
好的明证。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获评“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旗舰单位”——

河南健康管理领域凸现全国量级机构
核心提示 | 我们聊天经

常会提到“量级”这个词，比如
“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没法
比较”，以表达“不在一个级别
或层次上”的意思。

如果用形象的比喻，量级
就是蚂蚁、苹果、西瓜、大象、
大山、地球、太阳、银河系这样
大的差别。

在中国健康管理领域，同
样存在着量级差别。由中国
健康促进基金会和中华医学
会健康管理学分会联合授予
的“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旗
舰单位”，堪称“银河系”量级。

2017年4月，河南省中医
院健康体检中心获评为第六
批“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
成为当年唯一获此殊荣的河
南医疗机构。

6月6日，记者从中国健
康促进基金会和中华医学会
健康管理学分会分别获悉，河
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又
被评为“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
地旗舰单位”。这不但是全国
中医系统第二个获得该项荣
誉的医疗机构，更是河南中医
系统的头一次。

从“全国示范基地”到“全
国示范基地旗舰单位”，仅仅
用了一年时间，河南省中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就成功跨入全
国量级，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作为健康管理领域里的全
国量级机构，体量至少得上大规
模，这也是“旗舰”的表现之一。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位于医院综合楼的裙楼2、3、4
层，共2500平方米。而在2015
年9月从老门诊楼搬离之前，该
中心仅有500平方米。

面积一下扩大至原来的 5
倍，这是为什么？

原来，2013、2014 连续两
年，该中心的体检人数均超过10
万人次，这个数字在全省几十家
三甲医院中是名列前茅的。

尽管服务好，但显得拥挤是
不争的事实。那么，扩大面积，
解决拥挤，也是提高服务质量。

说到“大”，问题来了。有人
质疑，光规模大，服务好，实力不

强有什么意义？
“大力提升各种疾病的检出

率，这才是体检的目的。只要在
我们这里做体检，所有异常结果
都至少查3遍。”河南省中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说。

在该中心有一项制度：若发
现异常问题，医生必须第一时间
通知体检者本人。需要进一步
复查的，医生必须定期回访，确
保体检者能尽快复查确诊。

很多人浑身不得劲，到医院
看病，做西医仪器检查，却被告
知一切正常。这些亚健康不适
症状，其实与体质有关。

该中心在河南首创“中西医
结合”体检，由9位硕士为体检者
望、闻、问、切，辨识体质，开出个
性化的治疗、保健、养生处方。

三审让结果更精准，全省首创“中西医结合”体检

个性化体检更有意义，管理干预才能更健康

这几天，我省最高气温达
到 38℃，又该换上凉席睡觉
了。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皮
肤科主任王西京提醒，去年用
过的凉席拿出来使用前，要打
理一下，以免滋生细菌。

王西京介绍，每年到使用
凉席的季节，医院皮肤科总会
接诊不少被虫咬的患者。其
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凉席没
有彻底洗干净，里面藏匿有虫
子，结果睡在凉席上，被虫子
咬得浑身风团。

“睡一晚凉席皮肤就起疙
瘩的症状，多数都是虫咬皮
炎。”王西京说，虫咬皮炎就是
一种过敏现象，临床上主要是
对症治疗，首先是止痒，比如
外搽炉甘石洗剂，起到收敛干
燥的作用，尤其是对一些皮肤
有渗出液体的特别有效。如
果过敏严重，还可以口服开瑞
坦抗过敏，外涂艾洛松等止
痒。对于1岁左右的婴幼儿，
可以使用炉甘石洗剂来止痒，
价格便宜还没有副作用，或者
服用苯海拉明糖浆来止痒。

值得注意的是，大面积的
虫咬皮炎差不多要7~10天才
能痊愈，患者最好不要抓挠皮
炎部位，以免形成结节性痒
疹，影响康复速度。在此期

间，不宜食用海鲜，同时要注
意休息，避免抵抗力下降而使
得过敏长久不愈。

“所以，夏天大家在拿出
凉席使用前一定要清洗干
净。”王西京说，第一步用衣架
轻拍凉席，这样做的目的是拍
掉凉席缝隙中的尘螨；凉席拍
完之后再准备一盆温水，温度
不要太高，30℃左右即可，然
后在里面分别加入适量的食
用小苏打、白酒或酒精、花露
水，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可以
拿毛巾来擦拭了。

“小苏打有很强去污能
力，并且对人体无害；白酒或
酒精的作用是可以杀菌消毒
杀死螨虫；花露水的作用是可
以去除凉席上的异味。”王西
京说，擦完后，换一盆干净的
温水再擦拭1~2遍，最后将擦
干净的凉席放太阳底下晒一
晒，晒1~2个小时就可以了。

王西京强调，凉席平时最
好每周擦洗两次以上，半个月
进行一次暴晒。很多人第一
次使用凉席时进行了清洗，随
后整个夏季就不再清洗了，这
种做法不恰当。因为夏季出
汗较多，汗液混杂在凉席、被
单上，如果不经常换洗，很容
易滋生细菌，引起皮肤病。

超过35℃的高温和干燥
的空气，让户外活动的人们不
免要考虑，如何预防中暑？近
日，记者就此问题请郑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马婉
嫕，分享她的经验。

“预防中暑，需要从衣食
住行各个方面做好防护。”马
婉嫕主任说，首先穿衣应选择
吸汗透气的棉质衣物；其次饮
食以清淡食物为主，不要吃得
过饱，以免造成脑部血液供应
不足。应多食瓜果、黑木耳等
健脑食品，多补充水分，最好
配备一些能量饮料；室内开空
调时，温度不宜过低，一般在
26℃~28℃，要防止感冒；最
后是最关键的出行方面，要尽
量选择空调车，途中要备好防
暑药品和降温饮料。

一旦出现中暑情况，也不
要惊慌，记住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感觉身体出现
了中暑情况，首先需要转移位

置，最好选择一个阴凉通风的
位置，然后平躺好，解开衣服
扣子，也可以脱去衣服，这样
能够帮助降温。如果你发现
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最好
换上一件干燥的衣服。

第二，就是对身体降温。
给中暑的人敷上冷毛巾，也可
以用冷水或是白酒等为其擦
拭身体，用电风扇对身体进行
吹风，这些方法都能够加速身
体降温。需要注意的是，等到
体温已经降到38℃以下的时
候，要立即停止降温，避免对
身体造成损伤。

第三，为身体补充足够水
分。给中暑的人喝一些冰凉
的饮料，这样也可以缓解症
状，记得在饮料中加入一点点
食盐或直接饮用苏打水。

第四，除了上述方法外，
还可以在太阳穴涂抹风油精
或清凉油，也可以饮用藿香正
气水或十滴水，效果都不错。

6月6日是第六个中国房颤
日，当天上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心血管病医院分别在河医院
区以及郑东院区进行了主题为

“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的免
费义诊。

现场，记者发现，前往咨询房
颤的患者中，出现不少三四十岁
人的身影。

“以前，一提起房颤，大家首
先想到的是五六十岁的人，但现
在三四十岁的人越来越多。”郑大
一附院郑东院区心内科一病区主
任陶海龙说，高血压、糖尿病、肥
胖、打呼噜、大量饮酒等都会诱发
房颤的发生，而这也是房颤日益

年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是房颤？陶海龙说，所

谓房颤，即心房颤动，是一种快速
的心率失常，但是，大概有1/3的
房颤患者没有明显不适感，这是
房颤不被人了解的很大一个原
因。高血压可以自行测量，但是
房颤只有通过专业的心电图或者
动态心电图才能检查出来。

“患有房颤时，易出现以下症
状：心脏跳动紊乱或者心跳加快；
容易感到疲劳；头晕眼花或者晕
倒；胸部疼痛；气短；心绞痛或者
心力衰竭。”陶海龙说，房颤被称
为“沉默的杀手”，虽然很多人对
房颤不是很了解，但是房颤造成

的危害却不容小觑。易导致脑中
风、脑梗塞等并发症。患有房颤
时，心脏的跳动快速紊乱，导致血
液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排出，血液
在心脏沉积造成血栓，血栓随血
液流通到动脉系统，导致脑梗塞
或者下肢缺血性坏死，严重的还
会截肢。另外，会出现心脏扩大，
心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病理的改变。

房颤患者如何预防脑卒中？
陶海龙介绍，预防房颤导致的脑
卒中，理想状态是治愈房颤，这样
得脑梗塞的风险就会很低。另
外，正常锻炼、控制体重，不熬夜、
控制烟酒浓茶，养成健康的生活
习惯也可以减少发病率。

警惕！房颤患者日益年轻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凉席用前 打理一下更健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预防中暑，听急诊专家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股骨头坏死又被称为“不死
的癌症”，每逢夏天，不少患者会
感觉疼痛减轻，于是放松警惕，延
误治疗，实际上，夏季是治疗股骨
头坏死的最佳时期。

问：夏季疼痛减轻，是病情好转？
答：到了夏天，由于血管遇热

膨胀，血流速度变快，股骨头缺血
环境得到改善，骨髓水肿的压力
会相应降低，疼痛就自然会减轻，

并非病情本身好转。
问：为什么夏季是治疗股骨

头坏死的最佳时期？
答：夏季温度较高，血液循环

加速，身体代谢功能增强，细胞新
生功能加强。骨细胞数量的增
加，血液加速流动又带来充足的
营养，带走大量体内垃圾，这为股
骨头坏死的康复创造了一个优越
的氛围。夏季，关节、韧带、肌肉
变得舒展，也有利于股骨头治疗。

问：不手术，中药热敷可以治
疗疑难骨病？

答：真正治病，不是见疼止
疼、见咳止咳，而是帮助患者找到
病因，根除疾病。中草药热敷疗
法是祖先留下的智慧结晶，是独

特的内病外治疗法。目前市场上
采用热敷方法治疗骨病的中草药
很多，而道地药材的采购是一门
深奥的学问，保证药材质量，精准
配方和特殊的炮制方法才能发挥
最大药效。

问：一般治疗多长时间显效？
答：骨关节病属于慢性病，与

年龄、自身健康状况有很大关联，
得病时间越短，治疗的时间也越
短。一般进馆治疗5~7天即可显
效，坚持治疗，患者能够治愈。

问：现在店里有优惠活动吗？
答：有两个：1.首次进店，股

骨头坏死、强直病人前10天不收
任何费用；2.颈椎、腰椎、膝关节
病首次进店10天送5天。

夏季，治疗股骨头坏死正当时
张喜海说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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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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