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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魏佳琳 陈璐

提到帕金森病，不少人的
第一反应就是“抖”，专业术语
叫“震颤”，此外运动迟缓、冻
结步态等症状的知晓率也很
高。但除了这些典型症状外，
一些非运动症状也是帕金森
病的信号，其中包括嗅觉障
碍、睡眠障碍、便秘、抑郁、焦
虑、直立性低血压等，还有莫
名其妙突然出汗，而这些症状
往往容易被忽视。

“这些非运动症状会大大
增加帕金森病患者的残疾风
险，给患者日常生活带来诸多
困扰。”国家级名老中医、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
病医院名誉院长马云枝教授
说，帕金森病高发于 50~65
岁中老年人群，早期误诊率非
常高，留意这些非典型症状，
有助于帕金森病的早期发现
和治疗。

由于帕金森病的早期非
运动症状不够典型，个体差异
比较大，因此确诊帕金森病的
难度也很大。

针对这种现象，马云枝教
授说，在治疗上宜中西并用，
积极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
势。早期单纯运用中药治疗，
可减轻帕金森病非运动症状，
延迟应用西药的时间；疾病中
晚期（发病5~10年）宜中西
医结合治疗，可减轻西药不良
反应，弥补单纯西药治疗的疗
效减退、不良反应，以及并发
症等诸多副作用。

在门诊上，马云枝教授遇
到不少患者因为手抖，就怀疑
自己得了帕金森病。马云枝
教授就此提醒，虽然约70%
的帕金森病患者以震颤为首
发症状，但帕金森病的震颤是
静止性的，即静止时手抖症状
较为明显，运动时症状减轻或
停止，精神紧张时加剧，入睡
后消失。所以，如果有些患者
出现手抖的症状，不一定是帕
金森病。

血尿、腰痛、腹部有包块，或是晚期肾癌
专家建议：每年做次B超检查很有必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帕金森不光手抖
非运动症状也棘手

嗅觉障碍

睡眠障碍

便秘

焦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路瑞娜

晚上睡不着觉很折磨
人，尝试各种能改善睡眠的
方式，越求越难。别忧心，郑
州市中医院中医内科学博士
李振华教你中医辨证，通过
食疗，一觉到天亮。

症状 老做梦，睡不踏实
营气不足型，睡觉时整

晚都似睡非睡，白天精神不
振、健忘、注意力不集中，有
时会出现心慌。应以养血安
神为主，多食补血的东西，如
大枣、阿胶等。百麦安神饮，

做法为取小麦、百合、莲子
肉、大枣适量，一起炖服。连
炖两次，取汁，随时都能喝。

症状 入睡困难
肝郁气滞型，有时胸胁

有胀痛感。以疏肝解郁为
主，多吃小米、牛奶、牡蛎肉、
龙眼肉等。注意调养精神，
消除顾虑及紧张情绪。睡前
最好用热水泡泡脚。

症状 醒得早，但醒了又
睡，迷迷糊糊到天亮

营血蕴热型，常伴有咽
干、口干、长痤疮、盗汗的症
状。可按摩内关（三个手指
压 住 手 腕 ，最 里 面 的 中 心
点）、神门（腕关节手掌侧，尺

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
后溪（第五掌指关节尺侧后
方）等穴位。多吃藕、槐花、
绿豆、薏苡仁、冰糖柚等，用
生地黄和冰糖泡水代茶饮也
有很好的效果。

症状 整晚睡不着
心肝火旺型，多由恼怒烦

闷而生。急躁易怒、目赤口
苦、大便干结、舌红苔黄。以
清热泻火为主。神经衰弱、心
悸、失眠、多梦、黑眼圈的女
性，可服食酸枣仁粥。做法：
将酸枣仁50克捣碎后取汁，
粳米100克加汁煮成粥，每
晚睡前食用，可养心、安神、
敛汗。也可用玫瑰泡水喝。

症状 睡得不沉，感觉醒着
多因身体虚，肾阴耗竭，

心火独亢，表现为心烦不寐，
要从肾调起。黑色食物可补
肾，黑米、黑花生、黑豆、黑芝
麻、枸杞、山药、首乌等，也可
用艾灸的方法补肾，肾俞、命
门、太溪、神阙、关元，只要坚
持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最后，李振华提醒，8小
时睡眠时间是成人睡眠的平
均数，因人而异，有人睡10小
时才够，有人睡6小时就够
了。睡多长时间不重要，第
二天精力恢复就够了。如果
前一天熬夜没睡够，第二天
按时睡觉就好，不需要补觉。

失眠？教你中医辨证食疗

德国Camlog植体种一送一，登腾植体2600元
新春将至，欣雅美口腔联合大河报推出种植牙团购活动，大河报咨询电话：0371-65796286

新年，给爸妈最好的礼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原以为今年过年只能
喝点汤，吃点粥了，没想到吴
海松主任一天就帮我种上了
牙，这回可以安心过个好
年了。”前天，刚在欣雅美口
腔种好牙的李老先生，一边
啃苹果一边为当今种牙技术
的发达而不停感慨。

肾癌
高发年龄在50~70岁

“腰疼不一定是腰椎病，
很有可能是肾癌。”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科室
主任张雪培说。

据了解，肾癌占全球所
有癌症死亡率的2%，总体上
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
城市高于农村，男性多于女
性，高发年龄在50~70岁。我
国肾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居泌尿系统肿瘤第二位。

“肾癌又称肾细胞癌，患
者一旦出现血尿、腰痛、腹部
肿块等‘肾癌三联征’，则表
明肾癌已经发展到了晚期。”
张雪培主任说，“随着人们健
康意识的提高及影像学检查

等诊断技术的发展，无症状
肾癌患者在新发病例中所占
比例占到肾癌患者总数的
50%~60%，其中绝大多数是
早期肾癌，如果肾癌患者能
够早期重视体检，坚持每年
做一次B超检查，则可以早
发现、早治疗，大大提高存活
率。”

据张主任介绍，肾癌对
放、化疗均不敏感，免疫疗法
虽说有一定效果，但疗效不
明显。肾癌一旦转移到肺
部、脑部、肾门或侵犯肿瘤细
胞周围的脏器，患者的生存
期一般不会超过1年。

靶向治疗是
肾癌晚期最有效的疗法

据了解，目前对肾癌晚

期患者最有效的疗法就是靶
向治疗，这也是当今国际上
公认的一种疗法。“有些肾癌
晚期患者进行局部姑息性减
瘤切除，之后采用生物靶向
治疗，患者的生存期可以达
到三年以上。手术后出现肺
部、肝等内脏转移的患者，可
以单纯采用生物靶向治疗。”
张雪培主任说，“临床上采用
最多的是培唑帕尼（维全特）
生物靶向疗法，通过抑制肿
瘤血管的生成和细胞的增
殖，打压肿瘤细胞，对晚期肾
癌患者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效果。”

虽说肾癌患者采用生物
靶向疗法取得了很好的疗
效，但是由于靶向药物属于
进口药物，价格上万元的药
物仍然让很多患者望尘莫

及。2017年国家医保目录
谈判，多款恶性肿瘤创新药
纳入医保可报销范围。其
中，用于治疗肾癌的培唑帕
尼于2018年 12月 1日被纳
入医保范围，使中国的患者
大大受益。

“新政实施前，培唑帕尼
（维全特）13800元/盒，现在
降到了 4400元/盒，如果医
保报销70%，患者实际只需
支付 1440元/盒。另外，对
于长期治疗有效且经济条件
不好连续吃维全特到32盒
（8个月）的患者，中华慈善总
会将对其进行终生赠药。这
对于肾癌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改善预后、延长生存周
期，减轻沉重疾病负担都有
积极的意义。”张雪培主任
说。

老先生的种牙心得：
即拔即种，全程不痛

1.高龄、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患者即拔即种即用种
植牙可以吗？

李老先生：我早就考虑
种牙了，但因患有高血压，咨
询过多家医院，都被婉拒
了。无奈之下，我专程找到
了吴海松主任，他建议我采

用即刻种植技术，全程进行
心电、血压、血糖监测，10分
钟种好1颗牙，轻松帮我种上
6颗种植体。一周后，我戴上
了永久牙冠。

2.种牙手术过程痛吗？
李老先生：只是在打麻

药时感觉有些痛，后面的手
术过程就没有感觉了。因为
我的下半口牙几乎掉光了，
当时植入6颗种植体，恢复半
口牙的功能，大概用了一个
小时就种好牙了。手术后也
没有疼痛不舒服的感觉，手
术后连止痛药都没有吃。

3.你是种完牙多久能吃
东西的？

李老先生：种植牙用起
来感觉倍爽，我种完牙当天

回去就正常吃东西了，现在
吃苹果啃排骨都没有问题。
咬起东西来找到真牙的感觉
了，咀嚼起来带劲儿，感觉吃
什么都有味道了。相比种牙
之前只能吃些软烂的食物，
现在我这生活质量是大大提
高，身体和精神面貌都好了
很多。

超高性价比：
当天种当天用，省钱省心

吴海松主任表示，对于
像李老先生这样的高龄缺牙
人群，欣雅美口腔的全套进
口3D数字化设备和即刻种
植技术，能够精准把握种植
角度和深度，仅需3~4mm吸

管大小的微细环形切口，创
伤小出血极少，手术全程无
痛，术后不痛不肿，恢复快。

种植牙新春团购会来啦！

新春将至，欣雅美口腔
携手大河报推出种植牙新春
团购会，针对牙齿缺失的中
老年朋友，联合德国Cam-
log、韩国登腾等厂家专门做
的一次惠民活动。在本月31
日前报名，都可获得特价种
植体。欣雅美口腔郑重承
诺，对每一颗种植牙都提供
终身质保。

活动期间
烤瓷牙 5.8 折；全瓷牙

5.8折；活动义齿6.8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