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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泡脚的好处，那
么小孩子可以泡脚吗？答
案是肯定的。

中医有“脚暖头凉”的
养生观念，泡脚一直是中医
提倡的养生之道：足底分布
着几十个与五脏六腑及全
身其他经络密切相关的穴
位，经常为宝宝用合适的温
热水泡洗脚，通过对脚的按
摩刺激达到舒经活络、提高
抵抗力等诸多益处。

专注于儿童健康管理
的博纳好妈妈专家团队，针
对宝宝积食、内热大、咳嗽、
易感冒、饮食不佳等常见问
题，精心研制出儿童专用健
康调理足浴包。小脚丫泡
一泡，宝宝健康，家长更放
心。

凭此信息，可于5月24

日、25日（9：00~17：00），5
月26日（9：00~12：00），到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大河孕
婴童展C号馆的C83号展
位，免费领取少儿足浴包2
包。届时，现场还会有大河
报特聘健康管理师，为孩子
辨识体质，选择更适合的足
浴包。

很多人伤风感冒后容易落
下慢性咳嗽的毛病，一咳就是
好几天，严重的甚至得一两个
月。如果有以上情况，不妨每
天揉一揉颈窝，中医临床将其
作为止咳平喘、护咽利喉的好
方法，尤其对虚火上扰引起的
慢性咽炎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颈窝，位于喉结下方，胸骨

上窝中央凹陷处。这里是天突
穴所在，为任脉穴位。中医认
为，刺激颈窝可减弱神经系统
对喉部及呼吸道黏膜刺激的兴
奋感，使肌肉痉挛紧张度下降，
达到宽胸理气、通利气道、降痰
宣肺的作用，能治疗咳嗽、咽喉
肿痛、噎嗝等，还可缓解恶心呕
吐等不适。

具体方法是：用拇指或食
指按压颈窝，并向内下方缓慢
均匀用力，也可画圈按揉，同时
做吞咽动作，1分钟左右，自觉
局部酸重感为止。也可用1/4
片伤湿止痛膏贴在颈窝，30分
钟后会感到咽部清爽，咳嗽、咽
干咽痛的不适随即缓解。

《生命时报》

日常生活中，常会碰到
接二连三崴脚的人，甚至在
平坦的地面上走路都会崴
脚。这是怎么回事？

“临床上，把这种踝关
节反复扭伤问题称为慢性
踝关节不稳。”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郑州院区足踝外科李朝
晖副主任医师说，脚踝因受
外力出现超过其最大活动
范围的动作，导致关节周围
肌肉、韧带被拉伤，进而出
现疼痛、肿胀的情况，这就
是俗称的崴脚，即脚踝扭
伤。

统计显示，急性崴脚损
伤后，有20%~40%的人会
出现长期反复的踝关节无
力、扭伤，尤其是行走在不
平的地面时，常会感到踝关
节失去控制。这时就进入
了慢性不稳定阶段。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
题？

李朝晖解释说，这是因
为扭伤后，踝关节关节囊和
韧带中感受器神经纤维受
损，本体感觉发生障碍，导
致踝关节对运动控制能力
下降，致使踝关节周围肌肉
萎缩无力，韧带松弛。这
时，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

扭伤——关节不稳——再
次扭伤。

崴脚后的正确处理很
关键。李朝晖说，很多人认
为崴脚后需立即使劲揉搓、
热敷，甚至继续活动踝关
节，这是错误的。

“扭伤后24小时内，不
应该揉搓，或者使用活血化
瘀的外用药，否则会加剧血
肿，可以用冷敷方式止痛。”
李朝晖说，崴脚后，要让踝
关节及韧带尽量得到修复，
可以使用弹力绷带或支具
等固定一段时间（具体时间
视伤情而定）。当然，最靠
谱的是去医院骨科就诊。

李朝晖说，已经发生踝
关节不稳的，除了科学规范
治疗外，还可在专科医生的
指导下，通过锻炼踝关节周
围的肌肉、韧带，以增强踝
关节的稳定性，譬如以踝关
节为轴，向上下内外旋转；
也可以多做踮脚动作。

李朝晖建议，预防踝关
节扭伤，平时注意进行踝关
节周围肌肉力量和本体感
觉的训练；运动前进行充分
的准备活动；适当减少运动
量；运动时选择鞋底柔软的
高帮鞋、弹力绷带或半硬的
支具。

5月24日~26日
来这里免费领足浴包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多揉颈窝 止咳利咽
□谢明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崴脚后
避免出现恶性循环

5月21日，演员黄渤在综
艺节目中首度公开自己的父亲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小时候父
亲总是打他，但现在父亲完全
想不起他是谁了。其言充满了
患者家属的遗憾和无奈。

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
痴呆症，多发生在老年期及老
年前期，属于一种以进行性认
知障碍和记忆力损害为主的中
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痴呆
是其最突出的精神症状。

“在医学上，老年性痴呆有
很多种类型，除了阿尔茨海默
症外，还包括血管性痴呆、混合
型痴呆及其他痴呆。”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
院长王新志教授说，目前我国
60岁人口中的老年性痴呆患
病率高达10%，其中，阿尔茨海
默症更是占5%左右。

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
表现为近记忆力明显下降，远
记忆力发生错误或者模糊，容
易忘东西、忘事。但与正常老

年人的健忘并不完全一样，阿
尔茨海默症患者即使提醒也记
不起来，对周围环境丧失了判
断能力，而且会有语言、在熟悉
环境中迷路等问题。

除了大家熟知的记忆力减
退，不会计算收支外，阿尔茨海
默症患者的性格也会发生很大
变化，原本沉默寡言的人变得
滔滔不绝，原本性格开朗的人
变得冷淡少语，情绪大幅度波
动，性格变得多疑。

“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个
患者都会出现上述症状，症状
出现的时间也有个体差异。”王
新志说，如果怀疑自己或者身
边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不要
自行对号入座，而是要去医院
找神经内科（中医院是脑病科）
医生，让医生根据现代医学的
知识和标准来诊断。

阿尔茨海默症虽然治愈难
度大，却可以有效预防和早期
识别，防患于未然。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要开

始留意是否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症状，年龄越长，患该病的比例
相对更大。”王新志说，下列人
群要特别注意：有遗传史的；患
有高血压等脑血管疾病的；长
期独居、不爱思考的老人；近期
生活中发生过重大变故或创伤
性事件的。

在预防措施方面，王新志
建议老年人最好能培养兴趣爱
好、接触社会，平时做一些简单
的计算，训练自己的计算能力，
多读书看报，适当加强锻炼，打
牌、打麻将、下棋，适度学习新
事物、加强信息交流。

黄渤首度公开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专家提醒——

60岁后 要开始留意有无症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魏佳琳 陈璐

“5月31日的中德精准种
牙专场活动，还有名额吗？我
要报名！”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了，吃喝不愁，可“衣食无忧
独缺牙”却严重影响着中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为帮助我省饱
受缺牙之苦的朋友，少花钱能
种好牙，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
将于5月31日举办中德精准
种牙技术发布会暨进口种植牙
内购专场，市民可拨打大河报
爱牙热线 0371-65795698
即刻咨询报名预约。

中德知名种牙专家
联合推出精准种牙技术标准

德国是现代牙科的发源
地，种植牙水平一直引领世界，
德国牙医的严谨、细致，以及数
字化精准种植技术都受到了世
界各国的认可。为帮助更多缺
牙市民早日重享口福，乐享幸
福生活，由德国种植专家和国
内知名种植专家联合拟定的精
准种牙技术标准将于5月31日

首次对外发布。
此次发布会，唯美口腔专

程邀请德国马丁博士莅临现
场，分享数字化精准种植技
术。阿诺德·马丁是德国慕尼
黑大学牙科学博士，从业至今，
累计种植牙1万多颗，为千万
缺牙患者送去口福，在欧美口
腔种植领域享有盛誉。

中德精准种植牙内购会
缺牙种牙超值钜惠

种植牙越来越多地受到缺
牙者青睐，但高昂的费用不是
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唯美口腔
中德精准种植牙内购会，联合
各大种植牙品牌厂商共聚一
堂，超值钜惠，实实在在让利于
广大市民，让更多缺牙者能低
价种好牙。

此次中德精准种牙技术发
布会暨进口种植牙内购专场，
不仅有唯美口腔医师队伍精心
为此次团购护航，更有德国口
腔大咖马丁博士面对面答疑解
惑，缺牙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

错过这次好机会。

N项优惠福利
精准种牙省钱又省心

此次中德精准种牙技术发
布会暨进口种植牙内购专场，
优惠力度前所未有，现在拨打
电话预约即可获得以下福利：

1.到场礼：到场签到即可
获得食用油 1 桶、大米 1 袋、爱
牙礼包一份；

2.赢奖礼：活动现场将赢
取 200 元、500 元种牙补贴券，
进口种植体2颗；

3.特价礼：进口植体种1颗
送2颗；

4.同行礼：亲友同行除登
特斯以外的种植体均可在折后
再享10%优惠；

5.活动期间，交定金、消费
满额、充值均可领取手机、电视
等豪华大礼。

活动时间：5月31日9:30
地点：郑州市天地粤海酒

店 3 楼牡丹厅（经二路与农业
路交叉口）

中德精准种植牙技术发布会5月31日盛大举行,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回馈读者

体验中德精准种牙技术 种1颗送2颗 仅限2小时
中德种植大师献技河南，活动当天到场即送好礼，缺牙种牙还可享超值钜惠 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有 利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