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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
老痔疮治不好
其实是肠内长息肉

上周，李先生大便时，又
开始出现便血，但这次便血量
比较大。在老伴的坚持下，他
报名参加了本次痔疮专场活
动。根据其病史，医生做了指
检，初步认为他并非痔疮复
发，可能是肠息肉引起的。进
一步检查，其直肠及结肠下段
有3大2小共5颗息肉。

据了解，李先生15年前
开始出现便血，当时自以为是
痔疮，就自己买了痔疮药抹，
虽然暂时不出血了，可过一段
时间后，又开始出血。但李先
生坚持认为便血就是痔疮。

直到这次检查报告摆在
眼前，他才相信自己患的不是
痔疮。与医生沟通后，李先生
接受了微创手术，十多分钟

后，5颗息肉就成功被摘除。
“息肉和痔疮症状很接

近，都有便血，需要警惕的是
痔疮不会发生癌变，肠息肉却
是大肠癌的癌前病变。”中华
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长、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邀专家
刘佃温教授表示，近80%的结
肠癌是由肠息肉癌变来的，因
此，如果便血、痔疮久治不愈，
应及时到正规医院查清病因。

提醒！
中老年人痔疮
久治不愈多不“单纯”

这次活动中，不少到医院
就医的痔疮患者被查出其他
疾病，甚至并发三种及以上的
肛肠疾病，但是由于肛肠疾病
症状较为相似，如痔疮、肠息
肉、大肠癌都有便血等症状，
患者常常难以区分。

刘佃温教授介绍，其实肛
肠疾病确诊很简单，三五分钟
就可以完成，也没有痛苦和不
适感，而在治疗上目前采用的
微创技术，一二十分钟即可手
术完毕，也基本上可以做到全
程无痛、恢复周期也大大缩
短，深受上班族及中老年人的
青睐。

夏季炎热，是人体新陈代
谢旺盛的时期，人体阳气外
发，伏阴在内，此时要顺应自
然，注意养生，对防病健身、延
年益寿是大有裨益的。

“中医认为，指为筋之梢，
舌为肉之梢，发为血之梢，齿
为骨之梢。”河南省中医院治
未病科副主任医师吕沛宛说，
人体末梢与脏腑相互关联，通
过观察四梢可以分析机体的
功能状态，而老人注重四梢的
养生保健，有益健康。建议老
年朋友尝试几种锻炼方式：

1.筋骨。老人锻炼筋骨可
以选八段锦或易筋经，这两种
功法简单易学，动作柔和，刚
开始练习时，动作幅度、强度
不要太大，力求动静结合、张
弛有度。中医认为，八段锦或
易筋经柔筋健骨、养气壮力，
具有行气活血、协调五脏六腑
之功能。长期练习能缓解疲
劳，对神经、心血管、消化、呼

吸及运动器官都有良好的调
节作用，更可缓解肩腰腿痛。

2.舌头。可通过“搅舌吞
津”锻炼舌头，舌头抵住上颚
和下颚，左右各转36圈。舌神
经连着大脑，当人体衰老时，
最先出现的信号可能是舌头
僵硬，经常运动舌头可间接地
对大脑进行刺激，还能刺激唾
液分泌，改善脾胃功能，从而
达到强身健体之目的。

3.头发。老年人可每天用
手梳头发300下，从前往后，
每个地方都梳到，经常梳头可
加强对头皮的按摩，疏通血
脉，促进头部血液循环，使头
发得到滋养，从而牢固发根，
减少脱发；头部是中枢神经所
在，每天梳头发能缓解头痛，
健脑提神，解除疲劳；用手梳
头发也可改善手部血液循环。

4.牙齿。老年人在晨起或
睡前都可以进行叩齿练习，先
叩大牙，再叩门牙，各36次，叩

齿时，注意用力中等而均匀，
感觉到牙龈有轻微震动即可，
尤其老年人叩齿要缓要稳，不
可用力太猛，以防咬舌。经常
叩齿，不仅能兴奋牙体和牙周
组织的神经、血管和细胞，促
进局部血液循环和经络畅通，
增强牙体和牙周组织的抗病
能力，使牙齿变得更坚硬稳
固、润丰光泽。若叩齿后，配
合吞咽唾液，会收到更佳的效
果，因为唾液具有灭杀微生
物、健齿助消化等功效。

免费送药、现场义诊
……7月14日上午，华润河
南医药联合通许县卫计委、
通许县中心医院、通许县四
所楼镇卫生院开展的“关
爱，从健康开始”主题活动，
在通许县四所楼镇卫生院
拉开序幕。

活动从火炬传递开
始。“健康扶贫中国行”火炬
传递是华润医药商业集团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要战略部署，开展的一次有
益尝试。火炬传递活动结
束后，华润河南医药向四所
楼镇卫生院捐赠包括小儿
消积止咳口服液、莲花清瘟
胶囊、安神补脑液、藿香正
气滴丸等4种常用药品。

同时，通许县中心医院
在卫生院开展了义诊，为每
一位前来就诊的群众耐心
检查、诊治，并向大家普及
医学常识和健康知识。活
动现场，慕名而来的群众也
免费获得了莲花清瘟胶囊
在内的4种常用药品。

随后，主办方负责人带
着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及
常用药品来到四所楼镇大
上湾村慰问贫困户。同时
组织专家为患者检查身体，
并提供医疗指导。

据悉，此次义诊赠药活
动，共接诊400余人，免费量
血压、听诊300余人次，发放
各专科健康宣教资料200余
份，免费赠药价值1.5万余
元，受益群众500多名。

7月14日~15日，“中
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第七
届全国神经眼科学术会议”
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眼科
专家参加了会议。

神经眼科学是我国眼
科学的一个新兴专业，神经
眼科也是一个典型的边缘学
科或亚专科，横跨耳鼻喉、影
像、神经内外、眼科等专业。
这种特性决定了医生必须经
多方面培训才能成长为合格
的神经眼科医师。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孙世龙介绍，临床上，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影

像诊断技术的提高，视路、
瞳孔、眼球运动及神经系统
等神经眼科疾病病例空前
增多。一些神经眼科疾病
的临床表现比较复杂，诊断
和治疗往往不是眼科或神
经科等专科医师单独能够
处理的。因此，神经眼科的
临床诊治亟须跨学科整合，
规范诊疗标准，为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放射科、眼科
医师和临床工作者提供方
向、指导或技术指南。近些
年，郑州市二院依托综合优
势，在此方面有一定的病例
积累，并尝试开展了一些基
础探索。

全国眼科专家

“跨界”交流神经眼科诊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7月 13日至 15日，第
十五届西部精神医学论坛
在郑州召开，全国30个省
市800多名精神方面的医
生聚集，共同探讨“身心健
康”。大会由四川省西部精
神医学协会主办，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承办。

“会议目的是为精神专
科医院、综合医院精神专科
卫生工作者、综合医院心理
相关专业的工作者及社会
心理工作者提供交流平台，
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及专业培训，促进精神卫生
工作者精神心理卫生服务
水平的提升。”会议执行主

席、四川省西部精神医学协
会副会长、郑大一附院精神
医学科主任医师李幼辉说。

会上，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吴
文源教授做了题为“心身医
学相关的临床问题”的专题
讲座。吴文源说，国内外最
新研究成果，如应激对大脑
的影响，情绪与死亡的关
系、睡眠减少与心脏结构及
功能改变的关系等显示，临
床精神科疾病和躯体疾病
密切相关。未来，医学界会
从基因、细胞、系统、行为多
个维度探讨心身疾病的病
理生理机制和临床实践。

大河肛肠健康节痔疮专场系列报道

15年痔疮难治愈 竟是肠内长5颗息肉
痔疮久治不愈者，术后复发者，可免费查病因 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

53岁的李先生便血有15年，一直以为是得了痔疮，最近便血量加大，看到“大河肛肠健康节
痔疮专场”活动后，电话预约到院检查确诊，他治了15年的“老痔疮”，其实是肠内长的息肉。

温馨提示>>目前，正值“大
河肛肠健康节痔疮专场”活
动期间，久治不愈者等患者，
可免费查病因，需手术者，还
可获得500元以上援助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夏季老人养生 可锻炼“四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戴秀娟

医生聚郑探讨“身心健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夏季是儿童腹泻高发的
季节。河南省省立医院医务
部疾病控制科副主任、儿科专
家王仕奎说，与秋季病毒性腹
泻不同，夏季腹泻多数由细菌
感染引起，因此在防治方面也
存在差异。

“婴幼儿腹泻以6个月~2
岁多见，夏秋季发病率最高。”

王仕奎说，正值腹泻高发期，
宝宝应忌吃生冷刺激的食物，
食材新鲜，食具定时消毒，注
意饮食卫生，培养良好的卫生
习惯。

王仕奎说，腹泻易导致宝
宝脱水，导致体内水、电解质
平衡失调，家长一定要关注。
若宝宝大便中含有血性物质，

应用干净容器留取大便，尽快
送医院检查，切勿直接扔掉，
医生会根据宝宝的检查结果
给予治疗。

“宝宝腹泻暂停只能说明
疾病趋向基本治愈，此时不要
盲目停药，以免病情反复。”王
仕奎强调，要按医师的方案巩
固治疗，直到完全康复。

宝宝夏季腹泻 防治重点要知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闫良玉

赠药义诊到基层
华润医药“健康扶贫中国行”河南站正式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