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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医理论 是真的吗

近日，有读者来电称，看到一

些热播剧和一些网络所传播的中

医养生方法，与自己实际生活中

的一些美容与养生方法相背离。

哪个更可信呢？据此，记者采访

了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

任王建萍，她就这些问题，一一做

了解答。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枇杷新叶有毒?

每到夏季，王女士就喜欢用枇杷叶泡

水喝，来降火，但近期看了某剧之后，她产生
了怀疑，枇杷新叶真的有毒吗？

王建萍介绍，枇杷叶在中医古籍中的药
性描述中没有“有毒”的记载。

一般认为枇杷叶药性微寒，味比较苦
辛。枇杷叶如果作为药用，是需要经过炮制
的，不能直接使用，否则会有很多副作用。
枇杷叶炮制的时候，一般要除去绒毛，用水
喷润，切丝，干燥。

临床上用枇杷叶主要是治疗肺热痰多

咳嗽、咳血、衄血、胃热呕哕等病症。中医认

为，咳嗽有寒热之分，枇杷叶为主制作成的

枇杷膏性味偏凉，对咽喉肿痛、痰黄黏稠，有

痰咳不出的风热咳嗽、燥热咳嗽等有效，而

风寒咳嗽等证型的患者，吃多了反而可能使

症状加重。

泛黄珍珠粉会害人?

喜欢用珍珠粉敷面的陈女士也不淡定

了，黄色的珍珠粉真的有毒？会毁容吗？

王建萍介绍，真的珍珠粉颜色是类白色

的，接近于纯白色，但是工艺不同的珍珠粉

显现的颜色会有些不同，有的是略发灰，有

的是略发黄，所以珍珠粉不能简单的从颜色

来辨别真假。
贝壳粉与珍珠粉相比是不是以次充好

呢？真的能“害人”？实际上，无论是珍珠粉
还是贝壳粉，都有药用价值。

珍珠在《本草汇言》中记载有“镇心、定
志、安魂、解结毒、化恶疮、收内溃破烂”等功
效。但在《宝庆本草折衷》中，明确指出“娠
妇忌服”。

贝壳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其能“清热
利湿，化痰饮，定喘嗽，止呕逆，消浮肿，利小
便，止遗精白浊，心脾疼痛，化积块，解结气，
消瘿核，散肿毒，治妇人血病。”油调涂抹可治
疗烫、火伤。

所以贝壳粉和珍珠粉各有各的作用，正

常使用不会有毒副作用。

孕期吃甜食新生儿黄疸会加重?

母亲在怀孕时多吃甜食烫食，会加重新
生儿的黄疸吗？

王建萍解释，新生儿黄疸是指婴儿出生
后，以全身皮肤、巩膜、小便发黄为特征的一
种病症，与胎孕等因素有关。

一般婴儿出生后 2～3 天容易出现黄
疸，于10～14天内消退，若是早产儿可延迟
到第 3周才消退，其他情况一般良好，此为
生理性黄疸。若7～10天后，黄色未退或加
重，或兼见其他症状，则需进一步诊疗。

中医称新生儿黄疸为“胎黄”“胎疸”等，

一般认为主要病因为湿热所致，和吃糖还真
没什么关系。《证治准绳·幼科胎黄》中记载：

“小儿生下遍体面目皆黄，如金色……此胎
黄，皆因乳母受湿热而传于胎也。”

失眠就服曼陀罗叶？

曼陀罗叶可以治疗失眠吗？
有一些饱受失眠之苦的观众受电视剧

影响，竟真的到医院找王建萍开这味中药治
疗失眠。

据此，王建萍提醒大家，曼陀罗叶有毒，

千万不能随便吃。用曼陀罗的叶子给患者

治疗失眠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中药毒性比

较大。

《中华本草》中记载曼陀罗有毒，药用主

要对于镇咳平喘、止痛拔脓比较适合，多用

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性关节炎等，

不用于治疗失眠。

另外曼陀罗即便是内服，剂量也是非常

小的，而且必须遵医嘱，切不可随意服用。

王建萍说，现实生活中治疗失眠应辨证

论治，根据证型，对证选用合适的治疗方法，

比如采用中药内服和中医外治（穴位敷贴、

药枕、针灸等）配合治疗有较好的效果。

王建萍特别提醒广大读者，对一些电视

剧和网络中所传的中医养生方法，大家不要

盲目去实践，为了自己的健康，最好到正规

医院去找有资质的专业中医医生，根据自己

的具体身体状况开出对症的药方，到医院或

者是正规的药店去购买药物。

本期关注 温馨提示

医卫快讯

自 8月中旬以来，民权县食药监局组织各业务科室
及 19个乡镇（街道办）食药监所的执法人员对全县各类
学校、托幼机构食堂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针对学校食堂操作台、墙壁、食品留样柜、排污地
沟、库房以及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餐
饮服务许可情况、从业人员管理、原料贮存、索证索票、
食品添加剂管理、操作规范等内容进行仔细检查和督
导，并对食堂负责人、从业人员发放了食品安全宣传材
料，加大食品安全的宣教力度。

“这次专项检查工作将持续到9月中旬，对检查中发
现的食品安全隐患，将严格督促整改，坚决消除风险，保
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和生命健康。”该县食药监局负
责人介绍。 （史久爱）

民权县食药监局严查学校食品安全

“张老师，我家宝宝已经三天没有拉大便了，是不是便秘
了？”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张燕娟接过孩子，通过
触摸宝宝的肚子，和一些问题的问询之后，张燕娟告诉宝宝的
妈妈，这是孩子满月后的一个正常现象“攒肚”。

“攒肚”宝宝满月后正常表现

“攒肚”是指宝宝在满月后，由于胃肠道对母乳的消化、吸
收能力提升，从而导致产生的食物残渣很少，不足以刺激直肠
形成排便，导致3天至5天，甚至一周及以上的时间没有排便的
一种情况。是满月后婴儿常见的胃肠道现象。

“攒肚”之所以是一种正常现象，是因为三天不大便，宝宝
没有痛苦的表现，拉出的是正常的黄色或者金黄色糊糊状的便
便。

添加辅食之后“攒肚”现象会消失

通常来讲，“攒肚”出现在满月之后，持续到添加辅食前
期。添加辅食之后宝宝的便便会增加，由原来的几天一次，变
化为一天几次等情况。相比较而言，体质好的宝宝，倘若护理
得当，“攒肚”现象会很快消失；体质差的宝宝，倘若护理不当，

“攒肚”的时间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发展为便秘。

母乳喂养宝宝多“攒肚”

张燕娟介绍，“攒肚”的宝宝，多见于母乳喂养儿。只要给
宝宝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平时结合儿童保健门诊学习的婴儿
保健操，按摩腹部，每天做 2～3次，每次 10～15分钟，如此一
来，可以给胃肠道一个适当的刺激，不仅有利于肠胃蠕动，而且
有利于排便，对于缓解“攒肚”大有益处，家长可以长期坚持给
宝宝做。

如果宝宝出现腹胀、食欲减退，或精神状态不好等现象，最
好及时到医院检查，这可能不是单纯的“攒肚”，如果是肛肠疾
病，如肛裂、先天性巨结肠、肛门狭窄等，要及时治疗，以免威胁
宝宝的生命健康。 （尚睿）

维生素 D对人体的重要性很多人略有知晓，于是，
不论缺不缺乏，不少人都去补充维生素D。河南省中医
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提醒，这样做风险非常大，
虽然缺乏维生素D和很多疾病都密切相关，但盲目补充
会导致其他问题出现。

“对成人而言，只有当体内缺乏某种维生素时才需
要酌量补充。对于正常人群或处于亚健康状况的人群
而言，关键还是要先明确自己缺乏什么。所以，做好通
过正规途径检测体内微量元素或维生素的情况，并由专
业的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及时补充。

以下三类人定期做维生素D的检测：
1.具有骨丢失风险者。如骨质疏松或以前骨折过的

人，老年人，经常摔跤的人，有骨软化、佝偻病的人等。
2.缺乏光照者。如长期卧床的老人家、宅男宅女等，

或皮肤非常黑的人。
3.肥胖、怀孕、哺乳及肝肾功能不好、吸收不好的人等。

“查出维生素D缺乏，复查很有必要，一般在治疗 3
个月以后复查，看需不需要调整剂量。”河南省中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说。 (丁翠翠)

三类人应定期检测维生素D

“攒肚”惹祸
宝宝满月后三天不便便

8月 28日，焦作市卫计委组织医务人员来到博爱县鸿昌街道下期城村，为这里的村民进行心电图、B超、
量血压、健康咨询等方面的义诊服务。 （王中贺 摄）

8月 28日下午，在郑州人民医院普外三病区，该科
医护人员为患有结肠癌的张楠（化名）父子组织了一场
募捐活动。

18岁少年不幸患上结肠癌

今年4月份，张楠突发便血，并且腹部疼痛，以为是
上火或是胃痛，便没有放在心上。不料他却连续多日
出现这种症状，张楠告诉了父亲。

张楠父亲 13年前曾患有结肠癌，发觉儿子的症状
与当初自己生病时的症状相似，他心里一惊，却又转念
一想“儿子才18岁，这么小的年纪应该不会得结肠癌”，
因此一直拖着未就医。三个月后，张楠的症状越发严
重，父亲这才带他到当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横结肠近
肝曲肿瘤，肿瘤已占据了五分之四的肠腔。于是，他们
来到了郑州人民医院普外三病区。

7月 30日，经过全面检查，张楠被确诊为“结肠肿
瘤”，经过术前评估，他完全符合手术适应证，普外三病
区主任张俊杰带领团队于 8月 2日为他实施了结肠癌

根治术，为了确保能够将肿瘤“一网打尽”，张俊杰在术
中为张楠清扫了39个淋巴结，经过术后病理检测，均未
发现癌细胞转移。

多番劝导其父再次走进手术室

术后，张楠的父亲一直陪伴着他，连续多日的操
劳，使得他的父亲异常憔悴。

看着其父憔悴的面容，细心的张俊杰担心其父结
肠癌复发，提醒其父及时复查。复查结果显示，张楠父
亲的结肠癌复发了。为了给张楠治病，家里的积蓄已
所剩无几，对于自己的治疗，张楠父亲选择了放弃。

了解到张楠家的具体经济状况，在医护人员的轮
番开导下，张楠父亲再次走进手术室，张俊杰带领团队
医护人员为其成功实施了腹腔镜下结肠癌根治术。

据悉，张楠父子出院前夕，张俊杰专门组织普外三
病区的医护人员进行了募捐。同时，科室还为父子俩
减免了部分手术费用，并为他们申请了“郑医·生命之
光”慈善救助。 （毕佳佳）

新闻速递

父子双双患上结肠癌 医护人员爱心救治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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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卫滨区审计局通过五项举措，在全局深入开展纪律作风
专项整治活动。成立领导小组，制订纪律作风专项整治月活动实施
方案，做到分工明确，责任落实，确保活动扎实开展；强化学习，通过
党组带头学、党员干部集体学、支部交流讨论学、自学等方式，扎实
推进纪律作风专项整治；班子和个人全面梳理存在的问题，进行自
我剖析，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整改措施、整改时限，作出公开
承诺，自觉接受监督；对各自查摆出的问题坚持边整改边建章立制，
为推动纪律作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开展党课宣讲、学习典型、慰
问贫困老党员、主题党日、经典诵读、宣传表彰等一系列的特色活
动，持续巩固纪律作风专项整治活动成果。 （许宁）

近年来，南阳唐河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创新法律监督手段，
严厉打击危害生态资源犯罪，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倾
心守护天蓝地绿水静的幸福家园。建立协作机制。建立以联
席会议、信息共享、线索移送、重大案件会商督办、紧急案件联
合调查、监督配合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机制。加强与县林业局、县环保局等单位的联系协作，深入挖
掘立案监督线索。该院共批准逮捕非法采矿3件 3人，非法采
砂2件2人，起诉滥伐林木9件11人，有力地震慑了犯罪，促进
了行政执法规范化。完善保障制度。该院针对办理的盗伐、滥
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破坏生态资源及危害环境的案件，
向县政府、县林业局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9份，帮助涉案单位及
相关部门建章立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动完善环境保障机
制建设。提升环保意识。积极开展个案预防，组织案发地镇村
干部、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旁听庭审3次，零距离感受法律的
威严，强化警示教育效果。结合已办案例，组织专题宣传活动，
举行专题预防讲座9次，制作宣传展板20多块、发放宣传资料
5000多份，深入宣传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及检察机
关打击破坏生态资源环境犯罪的成果。 （牛凌云 徐志峰）

唐河检察院严厉打击危害生态资源犯罪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党委高度重
视退休党员干部工作，坚持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
顾，积极促进退休党员干部发挥余热、传递和谐正能
量。“请进来”抓学习。立足思想建设这一首要工作，
集中开展退休党员干部学习十九大精神专题党课。

“坐下来”讲故事。组织退休党员干部在各基层党支
部开展“红色故事”讲述活动。“回头看”查问题。每年
定期以现场参观和会议交流相结合的形式组织退休
党员干部调研工作情况，力促农场又好又快发展。

（卢聪）

为扎实推进廉洁文化建设，中行安阳分行按照总行
“廉洁中行”平台和《廉洁伙伴计划实施方案》的部署要
求，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业务拓展及经营管理中，在全行
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氛围。据悉，该行与当地机关
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31个党组织共同签署了“党建共建
协议”和“廉洁伙伴”协议，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共建

和廉洁宣传活动，包括公开自律承诺、共建廉洁防火墙等
活动，使广大干部员工自觉践行“八项规定”精神，反“四
风”树新风，使中行系统与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建共
建廉洁文化建设形成互动，真正体现了中国银行的社会
担当。同时，该行还不断深化银企交流与合作，建立风清
气正、合作共赢的银企关系。 （张华）

“这次‘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对我震动很大，我一
定牢守党纪国法，绝不能像案件中几名党员干部落个身
败名裂的下场。”河李村支部书记李国权激动地说。日
前，鹿邑县丘集乡召开“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工作。该乡
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鹿邑县“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暨
巡视巡察问题整改推进会精神。此次会议通报了本土

发生在扶贫领域的两起典型案例，利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要求全乡党员干部围绕案发原因、问题根源、如何整
改等方面，认真对照检查，撰写剖析材料，举一反三，吸取
教训，以案为鉴。今年来，该乡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案
例剖析会、观看警示教育片、上廉政党课、撰写剖析材料
和心得体会等形式扎实开展“以案促改”工作，有力推进

“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 （谭恒宁）

近日，中牟县东风路街道纪工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观中牟县反
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一桩桩警醒的案例，使在场的每一名党员干部
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决心和信心。随后，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国岭带领全体党员干部重温了入党誓词，再次接受党性的洗礼。东
风路街道纪工委以此为契机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党员
干部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加强对党章党纪党规的学习；
二是在“四风”问题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继续深化纪律作风建
设，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三是要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惩治基层腐
败相结合，严肃查处涉黑涉恶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持续
推动街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扎实开展。 （闫波）

三项行动 彰显退休党员干部初心

安阳中行扎实推进“廉洁中行”建设

鹿邑丘集乡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

拒腐防变存正气 固本培元筑防线

新乡卫滨区审计局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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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
者人数多达6亿。

我国近视率一直在增长，现如今高中生和大学生的
近视率均已超过80%，小学生的近视率也超过40%。

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不仅对患者自身视力健康
有一定的危害，在航天、国防、高精密仪器等诸多领域更
是限制重重……

因此，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预防的形势非常严峻，
刻不容缓！

怎样预防近视呢？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与小
儿眼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素萍说，预防近视要注
意以下几点。

1.注意用眼时间，近距离看电脑、看电视、看书或做
作业30分钟-40分钟后，必须远眺5分钟-10分钟，让眼
睛充分放松。

2.每天参加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
3.写字牢记三个“一”。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桌边

要一拳，手离笔尖要一寸。
4.不要躺在沙发上或床上看书、看电脑，不要在强光

下或弱光下看书，不要在公交车上看书，不要边走路边
看书。

5.使用台灯须选择色温 4000K左右，光谱曲线接近
自然光、无可视频闪的护眼灯。

6.保证睡眠，小学生每天应保持 10小时以上睡眠，
初中生每天应保持9小时以上睡眠。

7.眼睛喜欢三色食物，三色食物可以为眼提供玉米
黄素、叶黄素、维生素 A等营养物质。适量多吃一些有
益眼健康的食物，如黄色食物：玉米、蛋黄、胡萝卜、红薯
和南瓜等；绿色食物：菠菜、卷心菜、西兰花、油菜等；紫
色食物：紫甘蓝、紫薯、紫葡萄等。

8.建立屈光档案。青春发育期是孩子近视度数长得
最快的时候，家长要随时观测，视力复查频率建议每三
个月一次。

9.乒乓球运动。现代研究表明近视者的眼睛调节力
不足。因此，加强调节力训练、改善调节滞后状态，能够
起到延缓近视进展的作用。打乒乓球是一种很好的训
练方式，因为眼球在忽远忽近的注视过程中，集合功能
和调节功能都得到了加强。

10.高度近视一年检查一次眼底。中老年人和 600
度以上的高度近视者容易发生视网膜裂孔，最好半年至
一年做一次眼底检查。

有些人眼前有漂浮样黑影和闪光感，有时伴有视力
减退，这是视网膜裂孔的前期症状，虽没有疼痛感，但这
种情况如果拖延，可能会导致视网膜脱落，造成局部或
完全的视力丧失。 (陈燕)

为了孩子的未来 请呵护好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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