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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自古被称为“伤科
要药”，多用于散瘀止血，消
肿定痛。如今，三七已被广
泛用于心脑血管、三高、肝
脏等疾病的养生保健当中，
特别是以下6类人群：

1.“三高”人群“三高”
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的总称，或单独存在，或相
互关联。常发于中老年人
群。三七总皂苷具有降脂、
降压、双向调血糖作用。

2.心脑血管疾病者 三
七总皂苷对心肌具有保护
作用、抗心肌缺血、抗心律
失常、防止血栓形成；改善
脑血循环，保护脑组织。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可用三七
辅助治疗，养生保健。

3.经常应酬人群 经常
应酬，抽烟、饮酒、高脂肪食
物过量摄入的人群，容易患

脂肪肝、酒精肝。三七总皂
苷有利于肝损伤的恢复。

4.久坐人群 长期伏案
工作等久坐人群，下肢静脉
处于持续高压状态，血循受
阻，使血黏度增高，易引发
下肢静脉曲张。三七总皂
苷能改善微循环，抗血栓形
成。

5.爱美人士 中医认为
女性以血为本，女性的娇美
健康要靠气血充盈，而血虚
是女性的大敌。血虚又容
易导致血瘀，从而引起月经
不调、贫血、面部色斑、皮肤
晦暗等。三七“血虚可补，
血瘀能行”，是女性养生调
理常用之品。

6.体质弱人群 熟三七
具有补益健体作用。体质
虚弱、易感冒、易疲劳、贫血
人群可以用熟三七养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生殖医学中
心研究团队发现了阻断母
源性传递的部分罕见病甲
基化的方法，相关论文新近
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

众所周知，哺乳动物的
卵子不仅携带遗传信息，而
且携带特定的表观遗传信
息（包括DNA甲基化），这
对于个体的发育和疾病发
生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卵子基因没有改变，但
是基因功能发生变化，宝宝
获得母亲遗传罕见病的概
率大大增加。

据研究人员介绍，卵子
发育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
很多外界因素如吃喝拉撒、
心理创伤都会对其造成印
记影响，并传递给子代，许
多不明原因的发育障碍就
是由此产生的，且目前没有
办法治疗。在自闭症谱系

障碍儿童中，大约只有5%
的患儿基因发生了改变，另
外95%左右的患儿基因是
正常的，怀疑是表观遗传发
生异常所致。

防治卵母细胞甲基化
异常，首先需要评估单个卵
母细胞中与疾病和病症相
关的特异性甲基化并将其
校正至正常状态。研究团
队论证了利用单个第一极
体来评估或预测同胞单卵
子的特定甲基化，且利用基
于dCas9的表观编辑技术
对特定甲基化进行编辑，从
而提供预防和纠正母系传
播的非遗传性疾病或病症
的策略，有利于发现和阻断
母源性传递的部分罕见病。

该研究还发现卵子老
化可能带来出生子代表观
遗传学发生变化，这些变化
可能造成孩子生长发育障
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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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类人群
用三七就对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膝关节热痛
误以为是老年性关节炎

来自南阳社旗县的赵大
妈今年69岁，一直在农村生
活，平时身体康健，一双儿女
均在市里上班，大妈的老年生
活倒也富足。要说让她唯一
感到烦恼的事，就是自己左膝
关节红热肿痛，持续半年多
了。症状严重时，她自己也独
自去村里的卫生室看过，医生
检查后怀疑是老年性关节炎，
就给她开拿了一些抗炎镇痛
的药物。吃了药后，刚开始还
有一些效果，膝关节热痛的感
觉减轻了，后来药一停症状再
次出现，再吃药感觉效果就不
如以前了。赵大妈的儿子王
先生看到母亲在老家一个人
受罪很是难过，就想找个条件
好的医院仔细给她看看病。

有个朋友知道王先生的
心事，告诉他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骨科很不错，有治疗膝
关节疾病的专门团队。于是，
王先生就陪同母亲驱车来到
了医院。

河南省直三院骨科沙宇
主任医师在门诊接待了他

们。经过详细查体，结合磁共
振片，沙宇主任对赵大妈的情
况做出初步诊断：左膝滑膜
炎。建议住院进行关节镜微
创治疗。

赵大妈一脸不解：这个滑
膜炎是什么炎症？和老家说
的老年性关节炎不一样吗？

沙宇主任耐心解释道，老
年性关节炎又称骨关节炎，是
年老后关节软骨和骨质的破
坏。赵大妈的这种滑膜炎目
前暂考虑感染性关节炎，是指
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入侵关节
腔内导致的关节炎症。现在
看来吃药效果已经不理想，需
要做关节镜微创治疗。

听完沙宇主任的耐心解
释，赵大妈办理了住院。完善
化验检查后，由沙宇主任团队
为赵大妈实施了左膝关节镜
下滑膜切除。关节液培养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切除的滑膜
病理结果为慢性化脓性炎。

赵大妈次日下床活动，一
周后康复出院。

感染性关节炎
容易被误诊、漏诊

据沙宇主任介绍，膝关节

炎的共同症状为膝关节的肿
胀、疼痛及不同程度的活动障
碍，少部分不典型的感染性膝
关节病易漏诊，混同于一般的
膝关节病，导致治疗效果不理
想。感染性膝关节炎常见于
老人和小孩，病因常见为化脓
性和结核性感染。临床上，如
遇到以下情况应考虑感染性
膝关节炎的可能：1.不明原因
的单侧膝关节肿痛；2.伴有低
热或患膝皮肤温度增高；3.抗
风湿治疗、理疗等对症治疗效
果不好；4.有不同程度的关节
腔积液，关节穿刺可抽到浑浊
的关节液，关节液细菌培养具
有决定性诊断意义。

近年来，河南省直三院骨
科把膝关节专科专病建设放
在首位，集中优势力量专注膝
关节病的研究，明确以关节微
创为特色的发展方向。医院
将骨科、康复、运动医学结合
起来，打造骨科康复运动医学
联盟，成立骨科康复标准化病
区，更好地服务患者。在膝关
节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取得突
出进步，已经实现膝关节病诊
疗保守、微创、手术治疗一体
化。

膝关节红热肿痛 感染了怎么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韩晓峰

感染性关节炎是指细菌、病毒等微生物
入侵关节腔内导致的关节炎症。患者多为身
体抵抗力较弱的儿童及老年人。感染性关节
炎如果治疗不及时，还会引起关节软骨和骨
质的破坏，从而造成关节畸形和关节功能丧失。因此，对于一些老年人膝关节出现明显疼痛、发
热，不能排除感染性关节炎，应该及时就诊。

部分母系遗传病有望被阻断
□袁蕙芸

“自从缺牙以后，我就跟
老掉牙宣战，打了3个回合下
来，终于靠种植牙取得了胜
利。从烤瓷牙到活动假牙再
到种植牙，我都用了一个遍，
最后还是种植牙最厉害。”郑
州的陈先生今年63岁，为了
自己的缺失牙他可是没少走
弯路。大河报种牙专线：
0371-65795671

第一战：做了烤瓷牙，败！
不仅伤害邻牙，还引起口臭

陈先生退休以后本想安
享晚年，结果却碰上了“老掉
牙”。5年前掉了第一颗牙，他
听了门诊医生的建议，想用烤
瓷牙“打败”老掉牙，就做了3
颗烤瓷牙，修补一颗牙竟然需
要牺牲临近的两颗好牙，没想
到刚过一年，烤瓷牙就开始松
动了，还隐隐作痛。更可气的
是，烤瓷牙和真牙之间的缝隙
残留了很多食物残渣，常常觉

得口臭。第一战败下阵来。

第二战：戴活动假牙，败！
得经常清洗，还差点吞下肚

受不了烤瓷牙带来的疼
痛和口臭，陈先生换上了活动
假牙，但新问题又出现了。硬
的食物咬不动，软的容易把牙
粘下来，假牙勾着两边的真
牙，总有异物感，还常常要拿
下来清洗，很不方便。

最让陈先生无法忍受的
是，假牙会时不时从嘴里掉出
来，有次吃药时猛一仰头，假
牙和药竟一起往下吞，想通过
呕吐、咳嗽将假牙吐出来，都
没成功，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
才取出。这让他心有余悸，活
动假牙也战败了。

第三战：种上种植牙，胜！
猪蹄随便啃，还吃上小龙虾

有了前两次的“战败”经
历后，陈先生决心做一口不伤
邻牙、无需摘戴的种植牙。听

种过牙的朋友说泰康拜博口
腔的种植牙技术不错，陈先生
立刻去寻求帮助。为他接诊
的是拜博口腔医院种植中心
主任王中杰医生，经过全面检
查，精心设计方案，王主任为
他种下 2颗植体修复了 4颗
牙。终于，这一次打了个漂亮
的“胜仗”。

1年过去了，陈先生现在
啃排骨、猪蹄都不成问题。在
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他一口气
能吃10只小龙虾。

本报联合泰康拜博口腔回馈读者

进口种植牙5折特惠
加微信bybo55993333

1.月末特供 100 颗 5 折韩
国进口种植体

2.5月25日选德国Camlog
种植体，送300元储值券

3.5月25日到院即可领取
青海养生黑枸杞1瓶

4.报名参与 5 月 25 日活
动，德国Camlog植体免费赢

宣战！打败老掉牙，还得靠种植牙
5月25日，Camlog植体技术升级发布会，德国种植牙等你免费赢。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