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读者王老先生来到
报社，咨询大河报内购会什么
时候举行。上次参加内购会，
他买了3个月用量的人参，不
到半个月就被朋友“借完了”。

“有的老朋友出门要穿两
件羽绒服，我穿件毛衣就够
了。”91岁的王老先生思路清
晰。除了每天坚持走路，他还
有个养生小秘诀：“我坚持冬季
吃人参，已经好多年了。”老人的
女婿是中医，他和老伴的养生毫
不费劲，“平时很少感冒发烧”。

小雪节气后，天气越来越
寒冷，老百姓进补的热情愈加
高涨。张仲景国医馆特聘专
家、主任中医师韦大文称，我国
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
本草经》中记载，“人参气味甘，
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
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
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作为多
年生草本植物的人参，具有大
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
安神益智的作用，被李时珍称
为“神草”，它可与百药配伍，满
足不同体质人群的滋补需要。

韦大文指出，我省吃参的

人多，但真正懂得科学吃参的
人少之又少。很多人对吃参存
在许多误解，认为只有老年人
才需吃参、吃参容易上火等。
其实，很多亚健康人群、脑力劳
动者吃点山参补补也很好。另
外，每天进补2克左右人参，一
般不会上火。“之所以有人上
火，是因为一次进补太多，吃参
应该循序渐进，细水长流。”

中医有“冬月之后吃人参，
补气保健一整年”的说法。为
了回馈读者，大河报健康事业
部通过专家推荐，优中选优，联
合张仲景大药房直接从源头寻
找到优质人参。为让品质看得
见，专门设计并制作成透明的
小袋装，方便出门携带，按天食
用。

“裸价”人参直采源头好
货。本次内购会除了品质有保
证，更重要的是价格亲民。市
场价每盒59.8元的人参，在大
河报内购会上仅需33元/盒。
三人拼购，可享3盒88元。

颇受欢迎的新会陈皮也将
在内购会上再次出现。内购会
的新会陈皮保证与《舌尖上的

中国》推荐指引的产品来自同
一生产线。经过十年陈化的新
会陈皮，目前市场价为288元/
半斤。而从广东新会核心产区
直供到内购会，10人拼购最低
为199元/半斤。

“中华咳宝”化橘红，数百
年来被用于缓解咳喘，传承至
今。本次内购会，市场价 68
元/盒的化橘红(丝片)，特惠价
仅需58元。10人拼购或一次
购买10盒，享38元/盒内购价。

时间：11月27日~29日（周
三到周五）上午9点~下午5点

地点：郑州市农业路经二
路口（B53 路、S106 路 S168
路）报业大厦二楼。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
狭窄症、颈椎病，都是大家比较
熟知的脊柱疾病。其实，胸椎
也会出现这些因退行性椎间盘
突出、增生等导致的问题，不但
导致双下肢瘫痪的几率更高，
且易被误诊，耽误治疗。

胸椎病，被脊柱内镜
微创治好了

53岁的刘先生是山西晋
城人，6年前无明显诱因久站
后出现腰部疼痛伴下肢麻木，
以右下肢小腿后侧为主，劳累
后症状加重，休息后稍缓解。
在当地就诊，针灸、理疗、腰椎
牵引等保守治疗后症状缓解。

一年前，刘先生出现双下
肢麻木明显，双下肢肌张力增
高、肌力减退、腰骶部酸困，行
走劳累后出现单侧或双侧下肢
酸困、疼痛、麻木、步态异常、行
走困难，平卧休息后症状缓
解。他再次到当地医院就诊，
核磁共振片显示：腰 4-5、腰
5-骶1椎间盘突出，胸3-4胸
椎管狭窄。保守治疗后症状缓
解不明显，医生建议做胸椎开
放手术。刘先生了解到胸椎开
放手术风险较大，国内做得较
少，就犹豫不决。

前不久，在当地医生的推
荐下，刘先生住进了河南省直
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

根据刘先生的症状和检查
结果，椎间盘中心专家团队的
李星晨教授先对他进行了局麻
下脊柱内镜下胸 3-4微创治
疗，几日后又进行了局麻下脊
柱内镜下腰4-5、腰5-骶1微
创治疗。两次治疗过程中，刘
先生一直处于清醒状态。近
日，康复后的他返回晋城。

症状复杂缺乏特异性，
易被误诊

“胸椎管狭窄症是胸椎管
横断面减小而产生的胸段脊髓
压迫综合征，多见于中年男
性。”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介绍说，
胸椎管狭窄症的临床表现较为
复杂且缺乏特异性，多数病人
缓慢起病，以进行性腰背疼痛、
下肢麻木、无力及疼痛为主要
表现。部分病人可突然起病，
部分病人有明确外伤史。

发病初期，许多病人表现
不典型，临床较易发生误诊和
漏诊。部分病人的临床表现易
与心血管疾病混淆；部分病人
以上腹部、躯干部疼痛起病，易
与胃肠病或泌尿系统疾病混
淆，还有一部分病人开始仅为
背部或双下肢的慢性疼痛或酸
胀感，极易被怀疑为腰椎疾患。

“一旦发病，脊髓压迫症状
多呈进行性发展，且多伴有马
尾神经损害，故致残率相对较

高，所以诊断一经确立，多需要
手术治疗。”周红刚主任说，以
往传统开放手术是治疗胸椎疾
病的唯一有效方法。但采用传
统的开放性手术治疗，瘫痪率
高、风险大。随着脊柱微创技
术的快速发展，局部麻醉下内
镜微创技术不但能解决腰椎疾
病，同样可解决胸椎疾病。

近年，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椎间盘中心团队潜心钻
研，利用脊柱内镜微创技术治
疗胸椎管狭窄症。于2016年4
月完成国内第一例局麻下经皮
内镜胸椎管狭窄症减压术。经
查新证实，该技术世界领先，填
补国内空白，破解了开放手术
瘫痪率高的难题。目前，院内
外已完成该手术500余例，树
立了业界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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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30分有该院椎间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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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主任刘同洲 统筹王芷荭 责编刘静 美编孟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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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
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冬季
是一个高发期。

因为冬季寒冷气温下
降使人体耗氧量增加，为维
持正常的体温，血管会收
缩，使血压升高、心率增快，
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另
外，天气变冷能使血流缓
慢，血液黏稠度增高，易于
形成血栓；甚至诱发冠状动
脉痉挛，直接影响心脏本身
的血液供应，严重导致心绞
痛或心肌梗死。

这时，很多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开始每天服用被称
为“金不换”的文山三七。
为何三七常被用于心脑血
管、三高等病的养生保健当
中？专家介绍，因为三七的
主要成分是三七总皂苷，三
七总皂苷的药理作用有：

1.对心血管系统的作

用：对心肌有保护作用；抗
心律失常作用；降低血黏
度，防止血栓形成；降血压。

2.对脑血管的作用：保
护脑组织，改善脑血循环。

3.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
用：有镇静、镇痛等作用。

关于三七的功能，云南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
开发布的《云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三七
超细粉等三七系列饮片标
准功能主治的通知》云食药
监注（2015）42号中显示：

“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益气
活血。用于跌扑肿痛、内外
出血、气虚血瘀、脉络瘀阻、
胸痹心痛、中风偏瘫，气虚
体弱；软组织损伤、出血性
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
中、高血脂症、糖尿病血管
病变、免疫功能低下见上述
症候者。”

冬季保护心脑血管，用三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中医整脊手法是一门
继承创新的学科，在祖国医
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为综
合提升中医整脊正骨手法
诊疗水平，11月22日～24
日，“首届中原整脊手法论
坛”暨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
育项目“腰椎五步整脊手法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新进
展培训班”在郑州举行。

本次大会由郑州中医
骨伤病医院、南少林骨伤流
派传承工作室二级工作站
主办，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正骨科承办，河南省中医院
骨伤病诊疗中心疼痛科协
办。

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手
法流派（推拿、骨伤、针灸、
康复、疼痛、影像等）学者专
家近1000人齐聚一堂，围
绕“聚焦手法 融合创新”的
主题，共享经验、交流心得，
分别从流派传承、创新实战
和民间贡献三大方面融会
贯通，共同探讨学习，不断
促进相邻学科间的理论互
通及整脊手法医学本身的

学术发展。
“石氏伤科”是享誉上

海的一大中医骨伤科流
派。在各位名医专家的见
证下，全国中医学术流派石
氏伤科流派传承工作室郑
州工作站和詹红生上海市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研究工
作室郑州工作站一并落户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同
时，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的
6名医师正式拜上海市名老
中医詹红生教授为师。

“豫沪联手，提升骨伤
科学术水平，不仅是推动河
南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设内
涵的有力举措，更是传承和
光大中医药事业、惠及中原
百姓健康的民生大事。”郑
州中医骨伤病医院郭永昌
院长说，此次大会学术氛围
浓厚，学术报告形象生动，
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
交流平台，传递了最新学科
发展和创新成果，同时对综
合提升中医整脊正骨手法
诊疗水平，开阔临床诊疗思
路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双下肢酸困、疼痛、麻木、无力

这种胸椎病易被误诊为腰椎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普春红

错过再无的低价，仅限大河报内购会

多次卖断货的人参这次足量供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郭巧巧

近千“高手”共赴
首届中原整脊手法论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周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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