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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作为常用的“扶正
固本，补中益气”药物，始载
于《 神农本草经》，被列为
上品，在我国已有两千余年
的应用历史，被称为“补药
之长”“平民补药”。

黄芪饮片切面皮部黄
白色，木部淡黄色，有放射
状纹理，呈菊花心状及裂
隙，俗称“金盏银盘”，气微，
味微甜，嚼之有豆腥味。

在市场上，有以同科植
物紫花苜蓿、蓝花棘豆、锦
鸡儿、梭果黄芪及锦葵科植
物圆叶锦葵的干燥根冒充
黄芪，需要注意警惕。市场
上还有硫熏黄芪的现象，如
果闻或者尝有酸味、怪味，
需要警惕是否被硫磺熏过。

黄芪以产地论，一般认
为黑龙江、内蒙古产质量较
佳，称北芪；内蒙古固阳县
土壤质地独特，高原气候凉

爽、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
空气清新无污染，极为适宜
黄芪等中药材的种植生长，
是内蒙古黄芪正北芪产区
之一。此外，产于山西介休
介山（古绵山）者被奉为地
道药材，俗称西黄芪和绵
芪；山西浑源为我国的“黄
芪之乡”，甘肃陇西为新兴
的“黄芪之乡”。

张仲景大药房采购中
药材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务
必采购地道产区的地道药
材，非地道产区不采；然后
再依据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目录进行遴选；最后还
需要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工艺靠拢；张仲景大药房
的初心就是把地道、放心的
中药材采购回来，带给广大
顾客朋友。选放心、地道黄
芪，就到正规品牌连锁药店
张仲景大药房。

近日，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中心郑东院
区迎来了第107期脊柱内
镜微创进修班，来自北京、
河北、辽宁、湖北、江苏、山
东、甘肃、福建、河南等地的
20 多位脊柱专家欢聚一
堂，对脊柱微创外科的前
沿、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
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过去，脊柱疾病的治疗
往往需要开放手术，很多患
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往往伴
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
等，不愿意接受或者身体不
能耐受传统全麻开放手
术。如今，脊柱外科朝着微
创化、精准化、智能化、数字
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脊柱
内镜技术，已成为新时代微
创脊柱外科中最活跃、最具
有生命力的技术，亦是未来
的发展方向，大部分脊柱病
通过微创治疗都能取得很

好的治疗效果。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椎间盘中心始终秉承“竭
镜所能，无微不至”的理念，
先后开展了腰、颈、胸椎等
脊柱内镜微创技术、计算机
导航下内镜技术等，已完成
院内及院外脊柱内镜手术
近2万例，并在传承脊柱外
科传统治疗优势的基础上，
积极推动脊柱内镜微创技
术、显微镜技术迅猛发展，
显著提升脊柱微创治疗精
准度、安全性和远期疗效。

目前，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中心以椎间
盘专病为治疗体系的模式，
以脊柱内镜微创为代表的
技术，得到国内外同行业界
的认可，吸引了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2000余名
医师前去进修，有力推动了
脊柱微创的快速进步和发
展，使更多患者受益。

“这是儿子为我精心挑选
的母亲节礼物，给我金山银山
都不换。”家住郑州大学路的林
大妈逢人就说，惹得邻居羡慕
不已，直夸林大妈儿子孝顺。
原来，75岁的林大妈在儿子的
陪伴下去了植得口腔医院，终
于让多年的缺牙“失而复得”。

孝顺要趁早
父母健康最重要

多年前，林大妈的几颗牙
齿陆续脱落，开始佩戴活动假
牙，但是活动假牙经常磨得一
嘴泡，咀嚼力差，假牙常常脱
出，一次吃东西还险些误吞。
由于吃不了硬物，只能喝粥吃
糊糊，林大妈食欲越来越差，身
体很多毛病也跟着出来了，儿
子邹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邹先生平时就特别孝顺，
他说：“妈妈逐渐老了，做儿女
的孝顺一定要趁早。以前只知
道给母亲买好吃的，却忽略了
她无牙可用，不从根本上帮母

亲解决问题，其他都是徒劳。”
邹先生去年便提出带母亲

种牙，但林大妈舍不得花钱，总
找借口推托。“妈，您想啊，种一
口牙您就能吃能喝，心情舒畅，
身体健康，若一直拖着各种问
题都出来了，一趟趟去医院折
腾不说，还有损健康，多划不
来。”前不久，儿子终于说服了
母亲，带她来到了植得口腔种
了牙。“看见妈妈种完牙就可以
嘎嘣脆地啃苹果，我很欣慰。
高主任的种植技术很好，我妈
说没感觉到疼。再过几天便是
母亲节，希望这个礼物能让她
身体更健康！”邹先生感慨道。

德国麦哲伦数字化导航技术
轻松种牙 无惧疼痛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
下降，老年人对创伤和疼痛的
承受力会越来越差。很多老人
因怕疼，不敢去医院看牙。植
得口腔特别引进德国麦哲伦数
字化导航技术，在牙椅上舒适
地躺一会儿，让您重“长”新牙。

麦哲伦数字化导航技术，
借助计算机导板进行种植，可
将牙根种植位置精确到微米，
相当于发丝的1/60。具有“精
准、安全、微创、速度快”等特
点，大大提高种植的安全性、成
功率和舒适度。

植得口腔感恩特惠
一口好牙致敬父母

植得口腔医院作为一家中
德技术合作，以种植牙为特色
的国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河
南日报授予的“影响河南特色
品牌医院”，始终秉承“坚持患
者至上”和“以技术为第一生产
力”的核心医疗理念，致力于让
河南人真正种上德国好牙。

母亲节到来之际，为弘扬
孝悌传统，给母亲幸福晚年，植
得推出感恩种牙行动：

种植牙满 5120 元返 2099
元；抢约 300 个院长签名感恩
卡，最高钜惠5000元；进口种植
体1999元；种牙赢豪华七日游；
3000份柴鸡蛋送父母。

体温是物质代谢转化为热
能的产物。一般以口腔、直肠
和腋窝的体温为代表，其中直
肠体温最接近深部体温。

成人体温正常值为：口腔
舌下温度为36.3℃~37.2℃，
直肠温度 36.5℃~37.7℃比
口腔温度高0.2℃~0.5℃，腋
下温度36.0℃~37.0℃。

人的体温一般白天略高一
点，晚上略低一点，24小时波
动范围在1℃之内。

最常用的测量体温方法

体温测量是诊断疾病时常
用的检查方法，有口腔测温、腋
下测温和肛门测温三种。多数
情况下用腋温来测量，这是因
为腋下的温度和人体内环境温
度最为接近。

生活中最常用的是水银温
度计，测量前将体温计度数甩
到35℃以下。

测量腋下体温不是将体温
计随便往腋窝一夹就可以了。
测量位置应该是腋窝顶部，顶
部的测量值最接近人体温度。
找对位置不是难事：一只手叉
腰，另一只手顺势去摸腋窝，找
到腋窝最高点，这里就是测量
位置。随后，把体温计有金属
头的一端，放到这里，让前臂保

持斜向上45度左右夹紧就好，
这时注意不要让手碰到体温
计。

需要特别强调，测量前一
定要保证腋窝干燥，腋窝有汗
测出的体温会低于实际体温，
可以用干毛巾或是纸轻轻擦
拭，不可用力太大。

10分钟后取出读数。读
数的时候，不要用手碰到水银
头，碰到了会影响结果。

用手拿住体温计的玻璃
端，即远离水银柱的一端，使眼
睛与体温计保持同一水平，然
后慢慢转动体温计，从正面看
到很粗的水银柱时就可读出相
应的温度值。

玻璃易碎，注意不要碰硬
物或掉地上，水银流出会污染
环境，如不慎损坏，及时清理玻
璃和流出的水银。

不推荐儿童用红外线体温计

现在，年轻父母用红外线
体温计（包括耳温枪和额温枪）
的较多。

耳温枪是通过检测耳朵鼓
膜发出的红外线来测量体温。
耳温枪的准确性和宝宝外耳道
的通畅程度直接相关。如果家
长没有正确牵拉孩子耳廓或孩
子外耳道有耳屎阻塞，会直接

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额温枪是根据感知颞动脉

发出的红外线来检测体温。如
果妈妈没有找对颞动脉的准确
位置，也很难得到准确结果。

所以，对于红外线体温计
而言，貌似操作简便，却存在有
很多不稳定测量因素。美国儿
科学会建议：不推荐红外线体
温计作为儿童体温测量工具。

中德技术合作 国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 影响河南特色品牌医院

这个母亲节礼物，金山银山都不换
大河报联合植得口腔回馈读者，种植牙满5120元返2099元，植得口腔创始人刘明舟院长再送300个感恩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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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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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 JING YANG SHENG

用优质黄芪 养生更靠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正确测量体温，你会不会？
受访专家：河南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与慢病防治所所长 周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编者按 体温是衡量身体状态的重要指标，同时体温测量结果对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自己测量体温的情况。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3434

知识问答
选择题（单选）
1.生活中最常用的水

银温度计，测量前将其度数
甩到（ ）℃以下？
A.35℃ B.36℃ C.37℃

2.测量腋下体温一般
需要多少时间？（ ）
A.3分钟 B.5分钟
C.10分钟

温馨提示：读者可留存
本系列报道，待报道刊登结
束后，将有有奖竞答活动。

聚焦微创克难题
脊柱专家郑州论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普春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