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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特
色，就是冬天好发的疾病，在夏天进行治疗，农历“三伏天”
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这段时间人体阳气最旺，气血

充盈，经脉之气流畅，穴位敏感，采用中药熏蒸、内服、针
灸、蜡疗、刮痧等特殊的治疗方法，可以激发阳气，提高免
疫力，起到“治病求本”的目的。

老寒腿 空调病 不妨试试“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不止有贴膏药

7月13日将进入今年的“初伏”，中医传统的“冬病夏治”疗法也因此拉开了序幕。近日，记者从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了解到，随着都市人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今年“夏至”以来预约接受“冬病夏治”的患者较往年明显增多。

在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针推康复科，65岁的刘大娘告诉记者她患有严重的老寒腿，今年已是第三年来做“冬病夏
治”治疗，前两次效果都不错，希望今年能彻底治愈。

在一次旅游中不小心造成肌肉损伤的张先生也来到
医院“凑热闹”。他想试试“冬病夏治”对他的肌肉损伤治
疗有没有效果，上一年因吹空调引起肩周炎的温女士也来
尝试“冬病夏治”。

对此，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中医专家表示，中医认为
人有 9种体质，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等，并非所
有体质的人都适合“冬病夏治”疗法，冬天因受寒而易发的
疾病，才能称之为“冬病”。通常适合的骨伤科疾病有：风

湿、类风湿关节炎、产后风湿、强直性脊柱炎、空调病、腰椎
病、肩周炎、老寒腿、骨性关节炎、网球肘、骨质增生、腱鞘
炎等，而热症、皮肤过敏等一些疾病是不适合“冬病夏治”
疗法的。

据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冬病夏治”活动负责人霍振
东介绍，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三伏天”比去年多了10天，伏
期有40天，8月22日是末伏的最后一天。

（李淑丽）

“冬病夏治”这些病才适合

◀7月1日—6日，新乡医学院针灸推拿协
会和国学文化研究会的7名大学生先后来到新
乡市红旗区洪门镇公村、新乡市天太社区养老
院、乔榭社区等地，为百余名老人送去了艾灸、
按摩与推拿治疗、花茶养生等中医保健服务和
健康知识。 （崔静）

“美佳，再往前走一步
就够着了。”“美佳，再弯一
下腰就摘到了！”7月2日下
午 5点半钟，在郑州人民医
院颐和医院康复训练大
厅，李美佳正在借助游戏
进行平衡训练。

据悉，来自平顶山的
小美佳，五个月前因救两
名横穿马路的小兄妹被一
辆面包车撞昏迷，引发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4 月 25
日，在救治无望的情况下，
小美佳被接到了颐和医院
进行免费治疗。两个多月
来，该院坚持为美佳进行

营养支持、康复运动治疗、
高压氧治疗。目前，小美
佳不仅完全苏醒，而且能
完成走路、写字等精细化
动作。

“美佳被撞伤后，因脑
干损伤导致了长时间的昏
迷不醒。像这种情况，一
般来说，半年后会慢慢恢
复，而小美佳在受伤 3个月
后，就开始恢复了，而且每
天进步很快，这确实是奇
迹。”郑州颐和医院副院
长、神经外科二病区主任
张永福说。

（陈慧 郭晓阳）

经过精心治疗，从江西上饶赶来郑州求
医的小孔，终于从郑州市六院康复出院。

这意味着，一度被输入性恶性疟疾威胁
生命的他，彻底脱离了危险，即将顺利康复。
和他一同转入普通病房的，还有新乡获嘉县
的老董。

这俩人分别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和埃塞俄
比亚务工，均在回国后不久发病。

据悉，作为河南省恶性疟疾救治中心，郑
州市六院每年均收治 20多例重症疟疾患者，
拥有丰富的救治经验。

去年 11月，该院重症医学科曾成功救治
患恶性疟疾的埃塞俄比亚的埃迈德，被媒体
广泛报道。

上饶小伙回国发病，紧急转入郑
州市六院救治

近日，郑州市六院重症医学科收治一名
从江西上饶市某医院转来的孔姓患者。

这名 26岁的患者在非洲塞拉利昂务工，
十几天前回国。

在回国前几天，患者曾经发烧，在当地的
中非友好医院诊断为伤寒，经过治疗后退烧。
回到上饶家中之后，小孔再度发烧，并出现尿
液发黄、头痛等症状，在县医院被诊断为上呼

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好，随即转入上饶市医
院。

在上饶市医院，医生认为是伤寒，但是按
照伤寒治疗，病情依然不见起色。

此时，家里人打听到和小孔一起出国务
工的朋友曾患流行性出血热，在郑州市六院
重症医学科抢救成功。

于是电话联系到了郑州市六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杨跃杰，经过与当地医生的电话会诊，
杨跃杰怀疑是“输入性恶性疟疾”。

小孔的家属当即决定赶往郑州求治，入
住郑州市六院重症医学科。

杨跃杰第一时间安排小孔抽血检查，果
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疟原虫，这证明小孔的
确患上了“输入性恶性疟疾”。

医生立即给予抗疟原虫特效药物青蒿琥
酯应用，并对其他症状予以对症治疗。

经过一夜的精心救治，患者情况明显好
转，神志清醒，高烧已退，基本脱离生命危
险。

经验丰富技术精湛，两例重症患
者同时抢救成功

无独有偶，在小孔入住的 5天前，郑州市
六院重症医学科收治了同样病情的44岁患者

老董。
老董是新乡获嘉县人，在非洲埃塞俄比

亚务工半年，在返回家乡途中晕倒在郑州火
车站。

急救车将老董送到郑州市三院抢救，病
情稳定后又被转至新乡市中心医院，该院医
生怀疑是疟疾，连夜紧急转诊到郑州市六院
重症医学科。

入院时，老董已经昏迷、皮肤发黄，尿液
混浊呈红色，医生连夜抽血检查，确诊为恶性
疟疾后予以对症治疗。

杨跃杰说，作为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
市六院是我省恶性疟疾救治中心，自 2009年
开始收治各类疟疾患者，拥有丰富的重症疟
疾救治经验。

“疟疾的早期诊断非常重要，如果能够提
前一周时间给予明确诊断，重症疟疾的死亡
率将下降 50%。”杨跃杰说，这就要求有非洲
务工、旅游、经商经历的人要提高警惕，一旦
回国后出现发烧、发冷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
当地医院就诊。

据悉，省疾控中心对各省辖市的中心医
院、传染病医院均进行了相应的培训，患者可
选择这些医院就诊。

如果是病情严重，要及时到郑州市六院
求医，以免贻误病情。

相关链接：

认识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打老张，是一种由
疟原虫造成的全球性急性寄生虫传染病，
通过疟蚊传播。疟疾是传染病，是会传染
的，需要加以预防，同时死亡率也颇高。独
特症状为间歇性发冷发热。

世界范围内，呈现临床症状的病例每年
在3亿到5亿之间，每年因患疟疾死亡的人
数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其中大部分为儿
童。儿童、孕妇、旅游者和各地的新移民对
本地流行的疟原虫免疫力较差，故是易患疟
疾的高危人群。疟疾主要的流行地区是非
洲中部、南亚、东南亚及南美北部的热带地
区，这其中又以非洲的疫情最甚。就中国而
言，疟疾主要的流行地带为华中华南的丛林
多山地区，但疫情远较非洲为轻。

疟疾尚无疫苗，但有几种药物可以预
防和治疗疟疾。口服或肌肉注射奎宁是一
种有效方法。20世纪中期以后也出现了一
些新的药物，中国科学家研制的青蒿素有
很好的抗疟疾效果。不过一些疟疾也发展
出抗药性。

小伙非洲染疟 辗转中原获救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王鹤彬 王璞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举办首届医师节主题晚会

近日，伴着“尊重、互
信、和谐”的旋律，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举办首届医
师节主题晚会，将深刻的
道理和历史的传承融入生
动细腻的章节之中，向大
家展示了医学的艺术、使
命及骄傲。

“医师节的设立应该
是对我们临床医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使我们心目
中‘尊重、互信、和谐’的信
念变得更加重要。”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陈

军军说：“小到写病史、做
检查，大到手术，时时刻刻
都要提醒自己是在做一件
性命攸关的事情，构建和
谐的医患关系，我们有责
任站出来向社会进行科普
宣教。通过医师节这个契
机，我们应该把医师最真
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在
教育年轻医师传承优良医
德的同时，使社会更加了
解这个职业，赢得人民群
众更多的信赖。”

（邵德欣）

郑大三附院、省红十字会联手

百万爱心奶粉捐给贫困患儿

为改善贫困住院患儿
家庭婴幼儿的营养状况，近
日，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联合河南省红十字会为该院
捐赠750箱总价值近100万
元的0-3岁的爱心奶粉，一
箱箱奶粉传递着爱的奉献。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奶
粉由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河南省红十字会共同
组织捐赠。医院通过对全
院各病区患儿进行调查，
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对
750 名 0-3 岁的贫困家庭

儿童发放婴幼儿奶粉，用
于为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
的患儿加强营养。

此次活动体现了郑大
三附院作为公立医院的公
益性和责任感，也彰显了
该院所倡导的“儿童健康，
母 亲 平 安 ”的 核 心 价 值
观。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
贫困患儿，让更多的爱心
人士、社会团体投身到公
益慈善事业中，为贫困患
儿康复事业的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 （史艳香）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区域医疗联合体正式成立

7月 3日，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区域医疗联合体
宣告成立。该联合体由市
一院为首的 39家医疗机构
组成，将使辖区群众在医
联体内享受到分级、高效、
优质、无缝隙的一体化健
康服务。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区域医疗联合体包括该医
院附近的一级、二级医院，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共 39 家医疗机
构组建医疗救治网络。使
得各医院能够相互结合，
专家共享、快捷转诊等措
施，为方便患者就医的有
效开展提供便利。医疗联
合体成立后，所属医疗机

构将相互协作，逐步建立
组织内分级诊疗、双向诊
疗、人才培养培训流动等
机制，逐步建设分层级、分
阶段、功能完善的预防、治
疗、康复相结合的新型城
市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
提供安全、廉价、分级、连
续的基本医疗服务。市一
院还要对联合体内医疗机
构医务人员进行临床教
学、科研培训，搭建资源共
享的学习平台，充分发挥
各医院的医疗特色，对急
危重、疑难患者的会诊、转
诊开通绿色通道；派驻专
家团队到加入联合体的成
员单位开展诊疗新技术
等。 （楚哲）

郑州市中医院

“冬病夏治”走进儿童福利院

7月 2日，为认真落实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用爱心弘扬正气，用真
情关爱儿童，郑州市中医
院党员志愿者来到郑州市
儿童福利院，为福利院儿
童免费进行冬病夏治贴敷
和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志
愿者们一共为 150 多名孩
子做了体检和贴敷。贴敷
后，儿科医生现场与儿童
福利院的保健老师讲解了
注意事项和健康常识，并

留下电话号码接受 24小时
咨询。

据悉，这是郑州市中
医院第二年为儿童福利
院的孩子们进行冬病夏
治贴敷。此项活动将连
续进行三年。除了为儿
童福利院的孩子们贴敷，
他们还将为社会福利院
的老人免费贴敷，让中医
药的祛病保健功效惠泽
弱势群体，将党的关怀送
到群众身边。

（路瑞娜）

一网联结
京豫专家共断疑难杂症

“最美小学生”能走路会写字了

◀近日，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呼吸内
科、神经内科、颈胸腰椎病科、检验科等20位专
家走进抗美援朝老战士疗养中心郑州和佑尊
长园，为这里的老人提供免费抽血检查、理疗、
疾病防治、用药指导等优质医疗服务，受到老
人们的一致好评。 （祖曼）

▶为做好学校口腔疾病防控工作，提高辖
区儿童口腔卫生知识知晓率和预防能力，进一
步推动郑州市金水区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工作，该区卫生局联合金水区教体局
积极开展儿童龋齿填充和窝沟封闭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郑州市金水区辖区 10 所小学
和10所幼儿园的1000多名学生进行了龋齿填
充和窝沟封闭，全过程均免费。 （马丽）

近日一个专治颈腰椎病的民间偏方“透骨祛痛
贴”引起人们关注。偏方针对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椎管狭窄、椎体增生滑脱、肩周炎、股骨头坏死等引
起的腰疼、坐骨神经疼、腿脚麻木胀疼、不能翻身、脚
像踩棉花、脖子僵硬、头晕手麻等顽症。急重症患者
3~5天症状减轻，一个疗程椎间盘突出物失水萎缩溶
解消失，两周就能正常生活。冬病夏治特大优惠，买
3送1，买5送2，买10送5。

康复热线：0371—60928408
指定专卖：郑州市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向南100

米路东聚仁堂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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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警惕儿童肾病

新闻速递

日前，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与北京解放军
总医院（301 医院）联合远
程会诊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并完成了首例疑难病例远
程会诊。

会诊当日，首位接受
疑难病例远程会诊的是中
心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的
患者桓女士。在该院远程
会诊中心内，桓女士及家
属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
（301 医院）的专家们通过
远程会诊平台实现了面对
面的交流。询问了患者目
前的症状、体征，查看了她
的病历资料和相关检查结
果，并与中心医院神经内
科二病区主任刘欣及患者
主管大夫进行了病情分析
和讨论，北京解放军总医
院专家提出了具体诊断意

见并以书面形式传至中心
医院远程会诊中心，从而
为桓女士下一阶段的治疗
指明了方向。

据悉，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远程会诊中
心作为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区域医疗联合体
远程会诊管理平台，平时
主要负责中心医院与医联
体成员单位的远程会诊工
作，同时也肩负着与北京
301 医院联合远程会诊的
重任，一举搭建起了从乡
村到首都的医患沟通桥
梁，让基层患者足不出县
就可以享受三级甲等医院
甚至国家级医院的优质医
疗资源，保证了基层医院
患者救治的及时性和有效
性，节约了看病时间和往
返的费用。 （封宁）

儿童肾病是一种常见
的肾脏疾病，严重威胁患儿
的生活和健康，由于儿童特
有的体质，还会引起多种严
重并发症，甚至危及患儿生
命。由于儿童肾病的早期
症状还有很多家长不了解，
下面由河南誉美肾病医院
的专家给您介绍：

水肿：这是儿童肾病
很常见的一个症状，病情
较轻时水肿发生在眼睑和
身体其他柔软部位，病情
严重时水肿会蔓延至全
身，症状较轻的水肿有时
可自行消失。

尿液异常：主要表现为
没有任何原因的夜尿增多
且尿色加深症状，尿中会出
现大量蛋白质，一旦出现这
个症状需要及时去医院接
受治疗。

感染：这是儿童肾病常
见的症状，多以呼吸道感染
为主，此外还会造成肠道感
染和泌尿系统感染等。

誉 美 医 院 近 30 年 的
建院历史沉淀了精湛的医
疗水平、独特的治疗方案
和优质的服务理念，为数
十万饱受肾病折磨的患者
解除了痛苦，受到海内外
广大肾病患者的崇高赞
誉。

河南誉美肾病医院祝
愿所有的患者都能摆脱疾
病，拥抱健康！

网站：
www.hntjsbyy.com
咨询热线：
0392-7221333
免费电话：
800-9191-555
（固定电话拨打）

“椎间盘突出”喜遇奇方

科普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