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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是第十四个
世界肾脏日，今年的肾脏日
主题是“人人享有肾脏健
康”。当天，郑州部分医院
将举行义诊公益活动。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1.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
院、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
医院儿科肾脏病区将于 3
月14日9：00~12：00，在医
院2号楼6楼儿科多功能厅
举办公益讲座和义诊。

2.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
院肾病科于3月14日9：00~

12：00，在医院新门诊楼一
楼大厅举办义诊。当日15：
00~17：00，在医院第二住
院部14楼肾病科示教室举
办科普讲座。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

3月14日8：30~12：00，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西
院区肾内科——血液净化
中心将举办“关爱肾脏，全
民健康”大型公益活动，对
肾脏病免费普查，参加肾友
会的患者可获赠精美礼品。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事
业。为了帮助更多爱美女
性拥有理想身材，3 月 10
日，郑州华领医疗美容医院
成立华领乳房专业修复临
床示范基地。

隆胸会不会影响哺
乳？乘坐飞机会爆炸吗？
对于隆胸的一些传言，郑州
华领医疗美容医院技术院
长贺小虎解释说：“隆胸时
采用的假体一般是硅凝胶，
并不是气体。高空气压会
对气体造成影响，而不会对

体内假体产生影响。而且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质量合
格的乳房假体，都不会出现
破裂、爆炸的情况。”

丰胸时，安全是第一紧
要事。“一定要选择正规的
医疗机构，选择使用有国家
医疗器械许可证资质厂家
生产的正品假体。在假体
隆胸术后，要严格遵照医
嘱，定期到医院进行复查和
常规的健康查体，安全实现
自己的美丽计划。”贺小虎
院长提醒广大爱美女性。

“肝脏藏血，血亦养肝，肝
血是肝脏发挥其正常功能的物
质基础，肝血足则气盛神爽、耳
聪目明、心情愉悦。”李素领教
授说，食补对于滋养肝脏有着
重要功效，吃对食物可养肝。

顺应阳气生发，应吃些疏
散滋润的食物，如春笋、芹菜等
绿色蔬菜；食物不应过于辛辣
油腻，辣椒、茴香、八角、油炸食
物就不宜多吃；水果要吃水分
大的，如苹果、梨。

“人的体质不同，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李素领教授说，
胖人之体多痰湿，饮食应以清
淡为主，少吃油腻甘甜的食物，
以免助热生湿；瘦人之体多火，
应吃些含汁液的清凉之品，如

黄瓜、小番茄。
平时压力大、心情急躁、爱

发脾气、面部长斑的女性应多
喝点玫瑰花茶、佛手花茶，以舒
发体内郁气、活血养肝。

平时爱熬夜看电视、打游
戏的人群，可以用枸杞菊花代
茶饮以养肝明目。但菊花性
寒，清火作用特别强，肠胃不
好、脾胃虚寒的人尽量少喝。

山楂荷叶水可以健脾开
胃、消脂利湿，适用较肥胖、有
脂肪肝的人，尤其是荷叶具有
升清降浊的作用。还可配点甘
草以增加口感。

“春天开始，日照时间逐渐
增加，应尽量将晨起时间提前，
晚上入睡时间也相应提早，做

到早睡早起。”李素领教授说，
晨起时增加一些有氧运动，如
快走、慢跑、瑜伽、骑自行车等，
可以帮助阳气生发，帮助人们
的体力从冬藏的状态中恢复，
对肝脏有一定的养护作用。

“中医讲‘肝胆经互为表
里’，每天敲打胆经，可以达到
养肝的目的。”李素领教授说。
胆经位于身体外侧，是十二经
脉之一。双手握拳稍微用点力
敲打左右大腿外侧各50次，每
天敲打胆经，有助于缓解压力、
放松心情，对养肝有益。

李素领教授特别提醒，春
天也是肝病容易复发的季节，
有肝病宿疾的患者要定期到正
规医院复查。

春天吃对食物可养肝
肝具有调节气血、帮助脾胃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的功能。很多平

时常见的不适症状都可能和肝脏有关。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国医
堂李素领教授说，中医讲究天人相应，春天是人体肝气旺盛而升发的
季节，是养护肝脏的最佳时机，春天养肝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魏佳琳 陈璐

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全球
约20亿人曾感染乙肝病毒，其
中2.4亿人为慢性乙肝病毒感
染者。全球肝硬化和肝癌患者
中，由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比
例分别为30%和45%，而我国
肝硬化和肝癌患者中，由乙肝
病毒感染引起的比例更高。

专家指出，针对慢性乙型
肝炎的治疗目标，主要是减轻
肝细胞炎性坏死及肝纤维化，

延缓和减少肝功能衰竭、肝硬
化失代偿、肝细胞癌及其他并
发症的发生，从而改善生活质
量和延长生存时间。因此，抗
病毒治疗仍是乙肝治疗的重
点。目前用于治疗乙肝病毒的
药物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以
干扰素为基础的治疗；另一种
为以核苷（酸）类似物为基础的
治疗。

近期，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肝硬化科开展了III期药物
临床试验，计划招募20名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要求年龄在
18~65 周岁，乙肝表面抗原
HBsAg阳性6个月以上，乙肝
病毒载量大于 10 的 4 次方。
患者入组后将获得3年的免费
药物治疗及化验检查，且每次
访视均有交通补助，详情可咨
询肝硬化科医生。

肝硬化科临床招募20名乙肝患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李琤

华领成立乳房专业修复
临床示范基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3·14世界肾脏日”有义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魏佳琳 肖婧菁

10年缺牙喝粥度日
病痛折磨只剩半条命

“这是8年前拍的，这是一
个月前的我。”陈老伯拿出手机
翻着对比非常明显的两张照
片，一个是满口好牙，看起来像
五十出头；一个笑起来只有稀
疏几颗牙，脸颊凹陷明显，满头
银发，看起来比其他同龄的老
人更苍老。

这位陈老伯今年75岁，是
一名退休外科医生，下排牙齿

“排着队地下岗”，仅留右侧一
颗磨牙，被牙齿缺失问题困扰
10年之久，每天喝粥度日。起

初陈老伯选择装假牙，但没想
到假牙并没有结束他的“噩
梦”。假牙的基托和挂钩让牙
龈肿痛厉害，一个月能有大半
个月疼得失眠，折磨得他只剩
半条命！

1次种牙奇迹“生还”
2个月增重五六斤

“没想到，我在拜博口腔种
完牙以后，就像是重新‘生还’
了一样。”种好牙后，陈老伯的
生活似乎恢复到了30年前的
鼎盛时期。原本干瘪的嘴再次
饱满起来，美酒美食任其自由
吃喝。想起之前治牙走过的弯

路，感慨万千！
种牙才两个月，陈老伯的

体重就增加了五六斤，现在身
体状况非常好。“大家都说我返
老还童了呢！因为之前选错了
方法，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费
了多少心，种植牙帮我解决了
问题，如果一开始就能选对方
法该多好啊！”

加微信bybo55993333
享受种植牙超级福利

惊！瑞士ITI植体低至7.9折，全瓷冠仅999元
3月16日，拜博口腔联合大河报推出“种植牙超级福利日”，携手种植体厂家让利缺牙人！
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一颗种植牙，意味着对患者的一份承诺。3·15消费者权益
保障日即将来临，拜博口腔联合大河报，携手瑞士ITI种植体厂家
让利河南缺牙百姓，在3月16日“种植牙超级福利日”当天，仅需
7.9折能用上质量过硬的高端种植牙瑞士ITI;仅需999元，原先
只能买烤瓷冠的价格，现在可买到品质更好的全瓷冠。现在拨打
电话或加微信bybo55993333即可参与购买！大河报种牙专
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1.种植检查套餐 18.8
元（含普通拔牙）；

2.韩国品质种植体种
一送一；

3.瑞士ITI种植体7.9
折限时优惠；

4.全瓷冠惊爆限时特
价999元/颗；

5.3 月 16 日签到就送
牙线棒2盒。

大河

俗话说，“十人九湿”，
肥胖、大腹便便、油光满面、
无精打采，总感到身体很
重、浑身不清爽、舌苔厚、大
便黏……这些都可能是体
内有湿气在作祟。

中医认为，驱除体内湿
气关键在于健脾燥湿。《本草
纲目》记载：“橘皮，苦能泄能
燥，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
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
功。”陈皮味辛、苦，性温。有
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等效果。

因此，体内有湿之人，
可常用陈皮泡茶饮用。新
会陈皮含有的黄酮类成分
和挥发油成分高于其他产
地的陈皮，其成分也优于普
通的陈皮，被养生达人所推
崇和青睐。

新会陈皮茶养生壶冲

泡法：
醒皮 取整片陈皮放进

壶中，注入开水，没过陈皮表
面即可开煮，将养生壶调至
高温档位，水烧开后持续高
温浸泡陈皮1~2分钟，唤醒
其精华，然后将水彻底倒掉。

煮皮 注入开水至壶内
1/2水位，调至中档，煮泡
2~3分钟，汤色呈金黄色即
可品用。

温汤 陈皮汤不宜凉
喝，待汤色转为金黄，调至低
档保持汤温。若未能及时
饮用完，需取出壶中陈皮，避
免过度煮泡，汤味变苦涩。

新会陈皮泡茶醇香甘
甜，休息、休闲时喝上一杯，
不仅是一种享受，还能理气
健脾、消积化滞、宜通五脏，
体内湿气渐渐减轻。

常喝陈皮茶
化解体内湿气
□方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