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林尽染的太行层林尽染的太行传递着秋的信息，漫
天飞舞的红叶点缀着壮美的王屋山。

10 月 9 日，济源市“王屋红叶暨道文化
养生”之旅推介踏线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全
国各地的游客陶醉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的“天下第一洞天”。来自加拿大、英国、澳
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国际友人们纷纷称
赞“这里真美！”

天高云淡 红叶竞艳

“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时。石泉碧漾
漾，岩树红离离……”白居易的传世佳句把
济源王屋山的动人秋色描绘得淋漓尽致。

蓝天白云之下，王屋山仿佛成了一个
七彩的世界。记者登天坛极顶远眺，王屋
山体犹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漫山遍野，峰
岭沟壑，都被或橙红、或艳红、或浅红的红
叶包围，红得热烈奔放、动人心弦。

据济源市旅游局局长许东方介绍，王
屋山红叶主要由黄栌树、槭树、枫树等构
成，“霜重色愈浓，红如二月花”的亮丽景观
是太行红叶的典型代表。为了打造“王屋

红叶”旅游品牌，拉长旅游周期，济源市适
时推出了“王屋红叶暨道文化养生”之旅，
让秋赏红叶、休闲养生成为济源旅游的新
亮点。

在现场，许多游人陶醉在浓浓的秋意
中，微信朋友圈一时被济源红叶刷屏。来
自加拿大的 Bill 告诉记者，“加拿大是枫叶
之国，而王屋山的红叶与之相比，有一种特
别的韵味。真的非常美。”随行的 Eric 也兴
奋地说:“王屋红叶娇艳欲滴、灿若晚霞，真
是美不胜收。”

全域旅游 全城绽放

一幅“全域旅游”的壮美画卷徐徐展
开。目前，旅游业正成为济源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引领着“全域济源”飞速前进。

王屋山红叶节期间，国内 30 多家媒体
代表、40 多家旅行社经理以及来自加拿
大、英国、菲律宾等国的国际友人共同品
读济源山水，并开启了“寻道济源”的秋季
体验之旅。

在旅游推介会上，当外宾拿到济源市
政协副主席李社会送上的王屋山红叶标本
时，一个个仔细端详，爱不释手。在阳台
宫，来自许昌某旅行社的陆先生抚摸着石
柱上雕刻的盘龙丹凤，花草禽兽，不住赞
叹。在五龙口，可爱的太行猕猴热情地迎
上来，与英国的大卫夫妇嬉戏。

“道”以文化的方式滋养着济水之源。
作为我国道教十大洞天之首，王屋山的文
化广博深邃。银杏树前，道家养生课堂已
经开讲，祭天表演正 high。伴着古筝如流
水般的旋律，道家人辟谷或者太极拳表演
也成了一道美妙的风景。

全域旅游正在全城绽放。在济源最美
的时候，赏红叶的游客将大幅上升。据悉，
本届红叶节将持续到 12 月，其间陆续举办
的寻道济源体验之旅、聆听高道养生讲座、
百家媒体和旅游社踏线活动、下冶秋果采
摘、济源风光摄影采风、小浪底红色旅游月
等活动，将呈现一道融合文化、休闲、养生
等内容的旅游盛宴。

王屋已是红叶红满天，让我们一起去
看秋色！

10月 17日，洛阳白云山金秋红叶文
化旅游节将奏响赏红叶序曲。活动当天
洛阳、西安、郑州、开封凭当地有效身份
证件享受一元游景区钜惠（不含景区交
通）。走进金秋的白云山，娇艳似火，瑰
丽似霞的红叶耀眼夺目、引人入胜，令人
仿佛进入了“车行十里画屏上，身走四方
红叶中”的梦幻童话世界。 （安栩良）

千余株火炬树、黄栌树叶红似火，
在蓝天、白云、金菊的映衬下，更加缤纷
灵动、美丽无限。近日，行走在云梦山
的盘山道路上，随处可见层林尽染、五
彩斑斓的金秋美景。而位于云梦山空
中草原八卦城西南方的红叶林，更是吸
引了众多游客的眼球和摄影爱好者的
青睐。 （张小燕 付爱华）

洛阳荆紫仙山洛阳荆紫仙山 金秋红叶满山金秋红叶满山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秋日的洛阳
荆紫仙山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美不胜
收。10 月 18 日，荆紫仙山一年一度的

“金秋红叶节”将举行。这次红叶节与
2014 年相比，红叶的色彩更灿烂，活动
更加丰富。其中，荆紫仙山景区发起的
游客徒步大会，将会给广大游客一个别
具特色的旅游体验。 （王亮）

云梦红叶烂漫 媲美千里香山 在白云之巅在白云之巅 赏层林尽染赏层林尽染
一叶知秋。时下，巩义嵩阴红叶

谷迷人的天然红叶林格外好看。进入
嵩阴景区，仿佛走进了一个神奇的梦
幻走廊。山被红叶遮掩，一簇簇、一团
团，连绵一片，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
止。看红叶色彩斑斓，层林尽染，在各
种色彩中有一种秋的韵味！赏红叶如
火如荼，红叶在秋风中蹁跹起舞，婀娜
多姿的倩影！ （伟峰）

嵩阴秋光好嵩阴秋光好 红叶如丹照红叶如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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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痔疮俨然成为一个不可小视的
健康杀手。发病时的坐立不安，换
药时的痛彻心扉，发病部位的特殊
性，使许多痔疮患者羞于启齿大多
拖到很严重才想起就诊；还有一些
患者在不正规的诊所治疗，导致病
情反复，对康复失去信心。

为此，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肛
肠外科所推出的五大亮点诊疗项
目：“治疗正规，不图挣钱”的职业道
德坚守；秉承“有效且复发率低”的
治疗准则；全程镇痛或微痛；极具层
次感的人才梯队培养；盆底中心护
航术后康复。不但使痔疮患者重拾
信心，更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据了解，从老院址解放路搬迁
到现在的航海路，郑州市二院以综
合医院雄厚的专业技术为支撑，为
省会西南区的市民提供着强有力的
健康保障，随着分科越来越细，2009
年肛肠外科从当时已拥有五个病区
的普外科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
科室。

经过 7 年的发展，肛肠外科已
从最初的 17 张床位发展到现在的
30 张床位；所诊治的患者下至出生
仅 35 天的婴儿，上至 84 岁的耄耋老
人；所开展的镇痛、微痛手术深受不
同年龄段患者的认同；三天即可出
院上班的微创痔疮手术既保护了患
者的隐私又不影响患者的正常工
作。

现在，大家就随记者一起走进
郑州市二院肛肠外科来一看究竟，
探寻其发展的历程。

探寻：不可复制的五大亮点
郑州市二院肛肠外科主任王大

琤说，肛肠外科的医生有很深厚的
普外科功底，同时解剖生理基础技
能非常好，因此医院开展的腹腔镜
手术不需要其他科室的支援可独立

完成，除了专项技能手术之外，肛肠
外科还拥有其他医院所不具备的独
有五大亮点。

其一，科室医生的基本职业操
守“治疗正规，不图挣钱”；其二，治
疗一定要秉承“有效且复发率低”准
则；其三，手术感知要达到全程镇痛
或微痛；其四，人才梯队培养不懈
怠；其五，盆底中心护航术后康复。

此五大亮点的不可复制性，为
肛肠外科的平稳有序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探访：痔疮术后三天可上班
“你才手术第三天，就能骑自行

车了！”
在郑州市二院肛肠外科门诊，

患有痔疮正在纠结着是不是要做手
术的陈先生，看到 45 岁的孟先生是
骑着自行车前来换药时，其吃惊的
表情和话语使孟先生很不以为然，
因为，像他这样经过王大琤主任的
微创微痛手术后第三天就可以上班
的痔疮患者比比皆是。

据王大琤主任介绍，目前，全球
都在使用的痔疮手术两大微创方式

（PPT、TST 环切，库克枪、RPH 套
扎），肛肠外科的医生均可独立开
展。

同时，肛肠外科门诊医生所常
用的肛门指诊技术对直肠肿瘤的确
诊率可以达 60%—70%，因为直肠肿
瘤的发病部位多在中下段，上段肿
瘤极其少见。

对 年 满 45 岁 的 市 民 ，无 论 男
女，在排便时有血（包括痔疮患者）
哪怕排便时不疼痛也要做一个肠道
肿瘤筛查，其中直肠癌、结肠肿瘤通
过结肠镜就可以检查，确诊率基本
上在 100%。

探索：肛肠脓肿术后镇痛法
作为一名医生，在医学上的探

索之路是没有尽头的。
在肛肠外科学科发展道路上永

不停歇的王大琤也不例外，他说，目
前，肛肠脓肿的术后镇痛法全世界
都没有好的办法，在临床中，他们也
在尝试通过一些辅助方式来减轻患
者的疼痛感，虽然收效甚微，但他们
从未放弃。

既然肛肠脓肿的镇痛问题不是
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那么免除肛
肠脓肿患者再次手术的痛苦应该可
以做到吧，现在，肛肠外科开展的一
次手术根除肛肠脓肿手术方式，成
果 显 著 ，一 次 手 术 治 愈 率 达 到 了
90%以上。

肛肠外科领军人物王大琤简介：
王大琤，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肛肠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河南省
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委员。擅长开
展各类肛肠外科手术，包括 PPH，直
肠 息 肉 的 镜 下 治 疗 ，结 直 肠 癌 的
TME 手术治疗等先进技术，运用先
进的生物电阻抗肛肠治疗仪、结直
肠镜、肛门测压仪等设备，成功治愈
了大量痔疮、肛瘘、肛裂、肛旁脓肿、
肛管肿瘤病人。获得市级先进科技
成果二等奖一项，抗击非典期间获
得市级先进工作者，并被授予银质
奖章。

坐诊时间：周一、三、五上午

五大亮点解除肛肠病人烦恼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外科发展掠影

治疗糖尿病舍他其谁
——访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徐磊

糖尿病很常见，常见到十个中国人
中有一个就是糖尿病患者，随着糖尿病
规范化治疗在各个医疗机构的临床应
用，对患者和家属来说，一位负责任且
心思细腻的糖尿病专家至关重要。

徐磊，就是这样的一位医生。

居民说：徐磊是社区名人
距离医院 1.5 公里家住郑飞社区的

单大妈说，徐磊在他们社区是名人，从
他们社区到医院的那条路上，临近的几
个社区，知道徐磊、认识徐磊、找徐磊看
病的人比比皆是。

徐磊的名气为什么这么大呢？
12 年糖龄的老糖尿病患者老陈，一

直都是找徐磊看的，按常理糖尿病患者
10 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一些并发症就
要出现了，而他却没有。因为徐磊每到
季节交替时到社区进行健康知识宣教，
并根据老陈病情的变化适时地用药调
节，12年了老陈依然精神矍铄健步如飞。

56 岁的赵先生，因眼底出血住进了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抽血结果显
示，赵先生的空腹血糖值达到了 11.2，
通过问询，赵先生从未做过体检，也不
知道自己何时患上糖尿病的，因引起眼
底出血的主要原因是血糖值过高，赵先
生被转到了医院内分泌科，连续三天的
观察，徐磊发现，用药没问题，但赵先生
的血糖值就是一直高居不下，到底是什
么原因呢？

徐磊根据一天三次饭前饭后的跟
踪与问询发现，赵先生晚上爱起夜，每
次只要起夜之后再入睡就很难，为了打
发时间他会少吃一点东西，或者是抽
烟，晚上的进餐他多选择吃一些饼干或
者是喝点酸奶吃点水果什么的？问题
的症结就在晚上所进餐的食物上，通过
合理的食物种类和量的调配，第二天，
赵先生的血糖就有所下降。

长期控制不住血糖的林阿姨，在徐
磊不厌其烦的血糖测量值比较与 24 小
时生活起居缜密观察下，找到了林阿姨

血糖一直高居不下的症结——睡眠质
量不高（林阿姨睡觉不错，但是一闭眼
睛就做梦，神经一直没有得以放松），经
过生活习惯指导和用药调节，林阿姨的
血糖半个月后趋于稳定。

来自山东的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王
阿姨很不幸，糖尿病足使她的脚严重溃
烂而感觉不到疼痛，跑了北上广多家糖
尿病专业科室，而治疗效果不见起色，
看着留着脓水露出骨头的创面，王阿姨
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孝顺的儿女没
有放弃治疗，经过多方打听，把她送到
了徐磊这里。对王阿姨，徐磊给予了精
心的诊疗，为她做心理疏导，使她从心
理上建立糖尿病足可以得到很好治疗
的信心，在王阿姨的配合下，综合王阿
姨以前的用药情况，徐磊决定，对王阿
姨的降糖药物和降血压药物的用药时
间和量一一进行配套调节，同时血糖检
测时间缩短到了半小时一次，因为徐磊
的用心和耐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
月后，王阿姨的降糖药和降血压药有了
一个合理的调配比例，同时，一直不愈
合的糖尿病足，开始有了痛感和愈合的
迹象。王阿姨看到了希望，徐磊也因此
瘦了 10 斤。半年的时间过去了，王阿姨
的糖尿病足愈合了，有两年时间没有脚
沾地走路的她，泪流满面地拉着徐磊的
手，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徐磊用自己的耐心、爱心与恒心，
为糖尿病患者开辟一片新天地的成功
案例不胜枚举。

徐磊说：我就是多说一句话的人
医院的同事都说，徐磊这个人特别

絮叨。
怎么个絮叨法。徐磊每早的查房

时间，一个病人正常用时 20 分钟。他都
问些什么呢？昨晚几点睡的觉？睡觉
前吃东西了吗？没吃那你晚上起夜了
吗？起夜喝水了吗？起了几次喝了几
次水？每次喝水喝了多少？用的是多
大的碗？……

层出不穷的问题，一天早、中、晚三
次的问询，问得患者和家属都说他问得
太细了。

徐磊告诉记者：“就是在这些细小
的问询中，我才能了解患者血糖一直居
高不下的原因，我才能知道哪些患者的
药要调，我才能知道哪个药对他的血糖
控制更有用，我才能准确的判断出哪些
患者易发糖尿病并发症……”

用不用心不在一念之间，而在日常
的坚持之中，因为这份负责，他所排期
的每周一次的健康知识宣教，哪怕只有
一个人听讲，他仍然仔仔细细地做好健
康知识的普及，他说：“我是医生，我不
但要医好已经患病的人，更要防止或者
是减缓健康人患疾病的几率。”

为医者，当如是。

内分泌科领军人物徐磊简介：
徐磊，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河南省内分泌糖尿病学会委
员，河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糖尿病防
治 专 业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 擅 长 糖 尿
病、痛风、骨质疏松等代谢病、垂体、甲
状 腺 、肾 上 腺 等 内 分 泌 疾 病 的 诊 治 。
在开展胰岛素泵治疗、连续动态血糖
监测、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糖耐量胰岛
素释放试验等检查治疗项目上具有丰
富经验。

坐诊时间：周一至周四全天，周六
上午

由河南省旅游局、河南电视
台、中国旅游文化传播联盟共同
主办的“老家河南”旅游系列电视
宣传片创作大赛启动仪式于 10月
11日在郑州举行。河南省旅游局
局长寇武江、巡视员何琳，河南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崔为兵，
河南电视台台长王少春，中国旅
游文化传播联盟理事长时间出席
启动仪式。

近年来，随着河南省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河南已经成为全国
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老家河南”
已成为叫响全国“十大旅游品牌”
之一。为了进一步做好“老家河
南”旅游品牌的宣传推广，进一步
展示全省各地丰富多彩的旅游文
化和旅游产品，提高全国电视媒
体对河南旅游的关注度和“老家

河南”旅游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力，
经河南省旅游局与河南电视台、
中国旅游文化传播联盟、中央电
视台《发现之旅》频道协商，决定
于今年 10 月份组织举办“老家河
南”旅游系列电视宣传片创作大
赛活动。

本次大赛采取政府主导与市
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媒
体联动，地方配合，企业参与的方
式，为全省各地拍摄一批取材新
颖、视角不同、内容丰富、质量上
乘的旅游系列电视宣传片。参加
此次大赛的摄制组来自全国 45
家省、市级电视新闻媒体，他们将
按照大赛组委会确定的山水风
光、历史文化、特色时尚、乡土乡
愁四大主题 45 个选题，前往各地
进行为期一周的拍摄创作。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菊
不同。作为中国（开封）第 33届菊
花文化节主会场,开封清明上河园
景区以独特的菊花造型、出彩的活
动迎接一年一度的菊花盛世。

诗诵开封共婵娟
10 月 17 日晚 8 时，中国（开

封）第 33 届菊花文化节开幕式暨
《梦华开封》大型诗歌吟诵文艺
晚会将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龙
湖畔举办，再现宋词的传承，为
开封放歌。

开 场 歌 舞《又 是 一 年 菊 花
香》，巨大的菊花缓缓被拉到水池
中央，艺术家徐涛、胡乐民、曹灿、
瞿弦和、于芳、虹云、张家声、方明
等以诗词的朗诵，与现场表演元
素一起，完成特定的历史场景的
讲述和再现。

菊花盛会聚清园
10 月 18 日，为期一个月的中

国（开封）第 33 届菊花文化节正
式展出，清明上河园作为本次活
动的主会场，以“宋文化、民俗文
化、菊文化”为主题。整个景区的
花会布展总长 2000 余米，景点大
小共 40 余个，布展菊花多达 10 万
余盆。其中，“三阳（羊）开泰”、

“麒麟纳福”、“招财进宝”、“中国
梦”、“四方羊尊”等菊花造型抢人
眼球。

国际名菊抢先看
中国（开封）第四届国际菊花

展将于 10月 16日在清明上河园景
区丹台宫内正式展出，本次布展的
菊花采用了中国、荷兰、意大利、法
国、德国、以色列、日本、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的 200 余个品种的菊花
和菊科植物，古典与现代结合，全
然一新的创意、独具一格的造型，
将成为本届文化节最大的亮点。

（李姗）

拍出荧屏上的老家河南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梦华开封诗诵赞 菊绽清明上河园

陪你一起陪你一起，，看王屋红叶叶飞满天
——济源济源市开启 2015王屋红叶暨道文化养生之旅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李虹澄

世间繁花未落尽 中原红叶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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