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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冬虫夏草
是名贵药材，可它究竟好在
哪儿？又该怎么吃呢？

专家介绍，冬虫夏草仅分
布 于 中 国 青 藏 高 原 海 拔
3500~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
高山灌丛带，冬虫夏草冬季为
虫，夏季成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冬虫
夏草含粗蛋白、环肽类、核苷
类等成分，具有改善肾功能，
减轻肾脏病变；扩张支气管、
平喘；抗心肌缺血，抗心律失
常等；调节免疫系统功能，保
肝，抗肝纤维化；调节恢复性
功能紊乱；抗炎、抗菌、镇静、
抗氧化、抗衰老等作用。而
且，冬虫夏草搭配吃更好。

冬虫夏草配北沙参 冬虫
夏草长于补肺气，益肺阴；北
沙参善于养肺阴，清肺热。可
润肺化痰，止咳平喘之功更显
著。适用于肺之气阴两虚所
致的久咳劳嗽等。

冬虫夏草配枸杞子 冬虫
夏草长于温肾补肺；枸杞子善
于补益肝肾。增强温肾补肝
之功。适用于肝肾亏虚之腰
痛乏力等。

冬虫夏草配阿胶 冬虫夏
草长于温肾补肺；阿胶善于养
血止血，滋阴润肺。增强温肾
助阳，滋阴润肺，养血止血之
功。适用于气阴不足，劳嗽咳
血等。

需要注意的是，冬虫夏草
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食用。亚
健康人群的用量一般在0.5~2
克，病人用量则视疾病严重程
度、所处治疗阶段、病程长短、
病人体质、症状明显程度、年
龄、季节等因素而定，一般每
天用量不超过9克。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应减
量服用，儿童、孕妇及哺乳期
妇女、感冒发烧、脑出血等人
群，有实火或邪胜者不宜用。

天热新陈代谢旺盛
利于伤口愈合

在工作中，张旭光也听到
不少患者有这样的顾虑。一
些人认为在夏季等高温天气
做手术容易引发感染，伤口愈
合较慢，更有人甚至担心会影
响手术的成败。因此，不顾及
患者自身病情，不愿意在高温
天做手术。“其实不然，高温天
新陈代谢旺盛，人体组织细胞
代谢周期缩短，更新快，反而
有利于术后伤口的愈合。”张
旭光说。

据临床调查显示，夏天手
术病人创口愈合较快，瘢痕不
明显，瘢痕软化也较其他季节
手术要快很多，而手术后的感

染大部分则是由细菌渗透引
起的。

张旭光举例说，现如今，
很多手术都采用微创技术，比
如治疗面肌痉挛的微血管减
压术，具有切口小、出血少、恢
复期短、手术安全等优点，患
者根本无需担心季节问题，而
应该根据具体病情及时治
疗。另外，这类微创手术跟医
院进行的大型外科手术相比，
都是小手术，各种大型手术夏
天尚且进行着，对于微创小切
口的小手术，自然也不用担心
术后伤口的感染问题，注意术
后把伤口护理好就可以了。
再者，从营养辅助的角度来
讲，患者做手术后，需要补充
足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帮助

术后恢复，高温天有丰富的蔬
菜瓜果可选择，对患者术后恢
复也大有帮助。

术后恢复关键在于
正确护理

“手术与气温、季节并无
直接联系，关键在于术前的准
备、术中的消毒、无菌操作和
术后的正确护理等。”张旭光
提醒，对患者来说，最重要的
是要选择正规专业的医院进
行治疗，同时，也需要在术后
注意以下细节问题，帮助促进
伤口愈合和身体恢复：

避免大量出汗。由于手
术会有一定的切口，为了保证
手术效果，术后需要注意预防
伤口受到汗液影响，天气热可

以选择在有空调的环境休息。
避免接触水。很多手术

术后不能立即洗澡，接触水容
易引发伤口发炎。建议手术
后一个月左右要视伤口愈合
情况来定是否能洗澡。

保持心情愉悦。很多人
会出现术后焦虑的情况，这样
非常影响身体恢复，可适当做
些自身感兴趣的事情来缓解
紧张的情绪。

遵医嘱及时复查。手术
进行后，患者一定要遵医嘱，
定期到医院复查，以免影响手
术效果。总之，护理小伤口也
有大学问，从细微之处注意，
才有助于伤口更好地愈合，有
利于提高患者的术后生存质
量。

慢性髋部疼痛在老年人
中较为常见，原因多为软组织
发炎、关节炎、骨坏死、骨折
等。平顶山78岁的余大爷就
遇上了这个“麻烦”，然而，经
过骨科专家检查发现，老人的
髋部疼痛、没劲、走不远，竟是
腰椎管狭窄在“捣鬼”。

老人髋部疼痛不能站
直、走不远

余大爷患高血压 20 多
年，平时血糖高，吃药锻炼控
制得还好。美中不足的是，他
在十几岁时发现两小腿粗细
不一样，行走时髋部一侧受力
不均匀，行走时稍跛行。

余大爷右侧髋部疼痛十
几年了，疼痛时给予输液、针
灸等保守治疗，但反复发作多
年。3个月前，余大爷髋部再
次疼痛，在当地进行推拿、按
摩、针灸、理疗等保守治疗，症
状反而逐渐加重。

当地医院骨科医生推荐
他去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简称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
看看。余大爷来到省直三院
椎间盘中心时，右侧髋部疼痛
严重，躺着过来，腰不能站
直。通过反复查体，椎间盘中
心专家最后诊断为腰4-5右
侧椎管侧隐窝狭窄、腰椎退变
侧弯、腰椎轻度不稳。

“老人十几岁时因发育原
因导致小腿粗细不一样，髋部
一侧受力不均匀，长此以往，
压力大的一面增生较重。而
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黄
韧带肥厚、后纵韧带骨化、继
发脊椎滑脱等都是导致腰椎
管狭窄的原因。”省直三院椎
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介绍说，
患腰椎管狭窄后，下腰、骶、臀
部慢性疼痛可向下肢放射；腰
部后伸及直立时症状加重，弯
腰、下蹲、直立时症状减轻；下
肢疼痛、酸胀、麻木、没劲，如
灌铅一样，难以继续行走。

周红刚主任提醒，在腰椎
管狭窄症的患者中，多数还伴
有腰椎侧凸、后凸和腰椎不
稳、椎间盘突出、腰椎的旋转

畸形或侧方移位，选择治疗方
案应更严谨，全面考虑。

脊柱疾病治疗首选内
镜微创

考虑到余大爷年龄较大，
患高血压20多年，血糖高，椎
间盘中心专家制订了腰4-5
脊柱内镜微创治疗的方案。

治疗后第二天，余大爷在
病房已能下床行走。

据了解，像这种疾病在过
去甚至目前大多数医院常规
治疗都是全麻开放钉棒融合
固定手术。近年来，随着脊柱
微创的发展，在省直三院椎间
盘中心，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
脊柱内镜技术微创治疗，该方
法在3D导航引导下操作，安
全性高、恢复快，伤口仅几毫
米，微创结束即可下床，次日
复查腰椎磁共振片即可出院。

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率
先在国内开展了微创方法治
疗颈、胸、腰椎疾病，并且在微
创治疗脊柱疾病的领域进行
探索并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

总结出一套完善的治疗体
系。尤其是根据患者不同的
病情率先在国内外开展3D计
算机导航引导下运用镜下动
力磨钻、镜下钬激光、镜下超
声骨刀等器械切除软组织、肥
厚的黄韧带和增生钙化的骨
质，使腰椎管彻底减压、神经
根不再受压，并且有术中神经
电生理监测的保障，使脊柱微
创治疗更安全。

在河南省直三院郑东院
区H座14楼椎间盘中心B病
区脊柱疑难病会诊中心，每周
四下午3点，该院椎间盘中心
专家和国内多家医院脊柱专
家专门针对颈椎、腰椎、胸椎
等脊柱复杂疑难病例进行会
诊，共同讨论为患者制订最佳
治疗方案，实现精准诊疗。

温馨提示：会诊时间有
限，需提前电话预约。

髋部疼痛、没劲、走不远

竟然是腰椎管狭窄在“捣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普春红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大河

天热手术伤口易感染？这是误解。专家表示——

做好这些细节，可促进术后身体恢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赵宏

疾病不等人，为了抓住治疗时机，在夏季等高温天为患者做手术是很正常的事。不过，也有一些患者担心：天热做手术，伤
口是不是更容易感染？ 对此，郑州中泰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张旭光表示，认为天热做手术伤口易感染，是一种认识误区。

服用冬虫夏草
了解这几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36岁的陈先生，8年前因
工作压力大和生活作息时间
不规律，反复失眠，入睡困难，
醒后难以入睡，严重时彻夜难
眠，服用药物勉强能睡三四个
小时。最近，因生意变化，他
失眠更严重了，找到河南中医
药大学一附院脑病医院马云
枝教授求诊前一周，总共服用

了50片镇静催眠药，依然没
有解决失眠问题。

马云枝教授认真听取病
情，详细检查体格、观舌把脉
后，认为陈先生平常工作较为
劳累，生活作息缺乏规律，加
之抽烟饮酒等不良嗜好，造成
火盛伤阴，脾胃损伤，从而出
现了心火上炎，肝阳上亢，扰

乱心神，夜不能寐。
马教授开了具有养心安

神，补血滋阴的柏子养心汤及
黄连阿胶汤加减治疗，服药7
天后症状明显好转。二诊时，
患者睡眠状况明显好转。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失
眠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的
主要原因包括高强度的学习、

工作压力和不良的生活习
惯。”马云枝教授说，对此类失
眠患者治疗上给予“滋阴养
心，镇静安神”，虚实同治，补
泻兼施，可获良效。此外，患
者还要多休息，避免劳累，调
整生活作息规律，尽量减少晚
上应酬，适量服用养心阴的食
物，补益心阴有助于睡眠。

生活习惯不良，失眠找上年轻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魏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