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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参”，我们总会不自觉地
想到人参、西洋参、花旗参，等等。
当然这些参是各有补功，受人欢
迎，其实还有一种我们生活中经常
见到的不经常用“参”称呼的中药
也是养生防病的“好参”。它就是
三七！

专家介绍，三七可用于工作、
学习、生活压力大，睡眠质量不好
的人群；肥胖症、高血脂人群；应酬
多、经常饮酒者；高血压病人，伴有
烦躁、易怒、头痛等表现；脑血管疾
病如短暂性脑血管发作，脑动脉硬
化、脑血栓伴有头晕目眩者；冠心
病、冠状动脉硬化，尤其伴有高血
脂、头晕的患者比较适宜。

三七可单味内服或外敷或配
活血行气药同用。如三七配西洋
参，阴阳双补，化瘀通络；三七配丹
参、山楂，降脂通脉，活血化瘀；三
七配阿胶，化瘀止血，滋阴补血；三
七配人参，大补元气，养血补血，补
肺益脾；三七配生地，养血生津，止
血化瘀；三七配大黄，活血化瘀，消
肿止痛；三七配当归、川芎，补血活
血，通经。三七配白芨，化瘀止血。

三七虽好但要用对。妇女正
常经期或孕期不能服用三七粉；三
七性偏温，对于阴虚内热、火气大
的人不适用。所以，最好是请专业
的中医大夫辨证施治后，酌情开具
处方再服用。

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传统中
药的三七衍生品，譬如三七花，或
者与“三七”名字类似的土三七等，
切不可随意乱用。

养生吃三七
了解这些搭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大河

对于喜欢跑步和喜欢穿
高跟鞋的人群来说，最容易
出现的情况就是扭伤脚踝。
脚踝扭伤其实就是脚踝部位
连接腿骨和脚踝骨，从而最
终连接到脚的肌腱被拉伤或
撕裂。

据康复治疗师、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医学运动训
练部治疗师长孙岩介绍，及
时而有效的急救措施对于加
快愈合十分重要。严重扭伤
患者，需及时到医院就诊。
排除是否存在骨折、是否需
要配置拐杖或者石膏支具、

是否需要药物治疗。专科医
生将会指导相关的治疗。

然而，踝关节扭伤后再
次扭伤的危险性增加40%~
70%，因此，急性期后进行踝
关节功能康复锻炼，不但有
助于治疗此次扭伤，也可以
预防再次扭伤。

孙岩说，应该遵循循序
渐进的方式进行功能康复锻
炼。

动作一：自重提踵
目的：训练踝关节后侧

肌肉
要点：找一处台阶，双脚

脚掌触地脚跟悬空，将健侧
脚抬起，置于患侧小腿后
方。此时患侧小腿肌肉发力
将足跟抬起，然后缓慢复
原。10 个一组，每天 4~6
组。

动作二：脚跟走路
目的：训练踝关节前侧

肌肉
要点：双脚脚尖用力向

上勾起，脚后跟触地，双脚交
替进行移动。移动10米一
组，每天4~6组。

动作三：单腿站立
目的：增强踝关节稳定

性
要点：单腿站立，要求身

体保持正直，不能有剧烈晃
动，保持10秒。进阶训练可
以闭上眼睛，保持10秒。每
天4~6组。

“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
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和
拉伸之类的准备活动，进行
比较激烈的运动时，可通过
佩带护具来减少损伤的发生
概率。”孙岩提醒说，喜欢穿
高跟鞋的人群在发生踝关节
扭伤之后，应尽量减少穿高
跟鞋的次数。

做好康复功能训练 防止脚踝再扭伤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郝子华 肖婧菁

成立艾滋病暴露前
后预防咨询门诊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下称郑州六院）是河南唯一
的三级综合性传染病医院，
承担着全省乃至全国各地传
染类疾病和艾滋病的救治工
作。不但HIV的治疗水平
在全国首屈一指，传染性疾
病并发症治疗方面的综合实
力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该
院在艾滋病防控方面的举
措，可谓国内行业的前沿。

11月26日上午，在该院
门诊楼二层，不少患者正在
等待专家诊治。咨询门诊的
墙上，一块“艾滋病暴露前后
预防咨询门诊”的新牌子引
起了记者注意。该院感染一
科主任赵清霞说，这是该院
近期刚刚成立的新门诊，旨
在为发生高危性行为之后的
人群，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
预防、咨询服务。

据介绍，在发生高危性
行为之后，可以尽快前往暴
露后预防咨询门诊，进行暴
露后预防治疗，通过服用预
防性药物进行阻断。暴露后
预防（PEP），俗称“后悔药”，
是指在发生艾滋病毒暴露后
进行预防性用药，时间越短
越好，最晚不超过72小时。
连续服药28天，可以大幅度
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

72小时，对于很多人来

说只是普通的三天，但对于
那些发生可能感染艾滋病高
危行为后的人来说，却是预
防感染的“黄金时间”。世卫
组织《为预防艾滋病毒感染
采取暴露后预防治疗》中指
出，如果在可能出现艾滋病
毒暴露后及时开始HIV暴
露后预防治疗，艾滋病感染
风险可降低89%。

目前，该院HIV暴露后
阻断咨询电话已24小时全
线开通，咨询门诊为省内外
非职业暴露高危人群提供
HIV阻断服务近900人次，
为院内及其他医疗、公安等
单位职业暴露人群提供HIV
阻断服务40余人次。

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防“艾”意识

“一旦暴露时间超过72
小时，需要再进一步随访检
测，以排除或明确是否感染
HIV。”作为郑州六院感染科
的主任，赵清霞是国家卫健
委艾滋病医疗专家组成员，
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专业
分会艾滋病学组委员，居我
国艾滋病防治领域顶尖专家
之列。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通
过血液、母婴传播已基本控
制，性传播为艾滋病主要传
播途径。但全国尚有约四分
之一的感染者没有检测或不
知道自身感染。已发现感染

者中，晚发现比例较高。大
众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
程度、危害性认识有待提高。

专家表示，艾滋病毒是
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
病毒，会对人体免疫功能带
来毁灭性打击。作为机体的

“防火墙”，免疫系统一旦被
攻破，各种疾病便“不请自
来”。如未及时进行抗病毒
治疗，病死率极高。

“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
的发展，社交软件得到了广
泛应用，一些自制力比较差
的年轻人很容易因为一些高
危性行为而感染上艾滋病。”
赵清霞主任介绍，所谓高危
性行为，是指同性、异性进行
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性接触。

专家呼吁，人人都要学
会保护自己，使用安全套并
普及艾滋病暴露后的预防知
识是降低其感染风险的有效
途径之一。基于此，郑州六
院积极开展2019年世界艾
滋病日宣传活动，组织参与
高校宣传、院内义诊、提供现
场健康咨询和免费艾滋病检
测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服
务。“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群众
预防艾滋病意识，掌握正确
预防知识。”

服务延伸至全省基
层，技术带到其他省份

除了服务郑州周边的患
者，郑州六院还利用传染病

联盟远程会诊平台，积极与
联盟内单位开展艾滋病远程
会诊工作。不仅使省内患者
和感染者享受到同质治疗服
务，更将前沿医疗技术，带到
了偏远省份的基层医疗单
位。

从去年6月开始，该院
每月5日派专家至周口市传
染病医院开展查房、会诊和
临床带教工作，帮助基层提
高业务能力和水平。据统
计，该院2019年举办全省艾
滋病医疗救治工作会议暨艾
滋病相关医疗救治专业知识
培训2场，参与省内各地市
艾滋病培训共计21场，共培
训临床一线人员2000余人；
参与北京、甘肃、四川、山西、
广西等省级艾滋病培训共计
9场。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医疗
联盟理事长、郑州六院党委
书记马淑焕介绍说，远程会
诊平台上线后，可以实现患
者、主管医生与中心专家面
对面的交流，帮助各地市解
决临床诊疗中的难点和疑
点。“远程会诊平台的应用，
减轻了患者来往就诊的负
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正是这些医护人员的无
私奉献，才使得我们的艾滋
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受访专家则表示，将为遏制
艾滋病流行、健康中国建设
不懈努力。

以人民健康为使命，牢筑防“艾”战线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防控艾滋病纪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璞 马炜徽 文图

近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艾滋
病经输血传播基本阻断，注射吸毒和母婴传播得
到了有效控制，全国整体的疫情持续控制在低流
行水平。

那么,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的艾滋病防治工
作进展如何?现在又有哪些新的举措控制疫
情？日前，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走进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探访我省艾
滋病防治的最前沿“战况”。

郑州六院医疗专家团队为患者会诊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
病，同时是老年人脑卒中、心肌梗
死、心力衰竭及慢性肾脏病的重
要危险因素。有统计表明，50%~
60%的脑卒中、40%~50%的心肌
梗死的发生与血压升高有关。高
血压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
重大疾病。

你想了解血压升高到底有什
么危害吗？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
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11月 29日 15：
00~17：00，在郑州大学一附院3
号楼21楼会议室，将举办一场《高
血压患者的日常生活管理》健康
讲座，由该院胡彩娜教授主讲。

高血压患者
日常生活如何管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