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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罐非人人适宜 名 医 讲 堂

□郑大三附院儿内科主任兼小儿神经科主任 贾天明

小囟门 大学问

健康资讯

在日前举行的里约奥运会上，有细心

的国人发现，31岁美国游泳老将菲尔普斯

肩部布满圆形印记，据说这是他“拔罐”之

后留下的“痕迹”。另有媒体称菲尔普斯采

用这个手段进行理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除他之外，美国体操运动员艾利克斯·纳

杜、体操男队队长鲁克斯等人也十分痴迷

于拔罐。纳杜表示，这样的疗法可以帮助

他缓解疼痛，并说这是他保持健康的“秘

密”。其实，拔火罐是中医的一种传统疗

法，正确运用确有保健、祛病的效果。

拔罐是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火、抽气等

方法产生负压，使之吸附于体表，造成局部

瘀血，以达到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

痛、祛风散寒等作用的疗法。拔罐疗法在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成书于西汉时

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关于“角法”

的记载，角法就类似于后世的火罐疗法。

而国外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也曾经盛行拔

罐疗法。

现代医学提示治疗机理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机械刺激是拔罐

产生治疗作用的机理之一。治疗时罐缘得

以紧紧附着于皮肤表面，牵拉了神经、肌

肉、血管以及皮下的腺体，可引起一系列神

经内分泌反应，调节血管舒、缩功能和血管

的通透性从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其次，拔罐的负压作用使局部迅速充

血、淤血，小毛细血管甚至破裂，红细胞破

坏，发生溶血现象。局部红细胞中血红蛋

白的释放对机体是一种良性刺激，它可通

过神经系统对组织器官的功能进行双向

调节，同时促进白细胞的吞噬作用，提高

皮肤对外界变化的敏感性及耐受力，从而

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第三，负压的强大吸拔力可使汗毛孔

充分张开，汗腺和皮脂腺的功能受到刺激

而加强，皮肤表层衰老细胞脱落，从而使体

内的毒素、废物加速排出。

另外，拔火罐局部的温热作用不仅使

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而且可增强血管壁

的通透性和细胞的吞噬能力。

拔罐虽好不是人人能做

拔罐疗法具有明显的缓解疼痛效果，

无论是内科的头痛、腹痛、胆绞痛、风湿痛，

还是外科的急性腰扭伤、慢性软组织损伤，

都可以用拔罐疗法取得立竿见影的疗效，

有的甚至只需一次治疗即可痊愈。尽管拔

罐疗法效果可靠、操作简单，但不是人人都

能做。

一、体质过于虚弱者不宜拔罐。拔罐

属中医泻法，会使虚弱者更虚弱，达不到治

疗的效果。

二、孕妇及年纪大且患有心脏病者拔

罐应慎重。孕妇的腰骶部及腹部是禁止拔

罐部位，否则极易造成流产。在拔罐时，皮

肤在负压下收紧，对全身是一种疼痛的刺

激，一般人完全可以承受，但年老且患有心

脏疾病的患者在这种刺激下可能会使心脏

疾病发作。

四、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拔罐时

间不宜过长，以避免起泡所带来的感染几

率，时间应掌握在8分钟以内。若在拔罐后

不慎起泡，一般直径在1毫米内散发的(每

个罐内少于3个)，可不用处理，令其自行吸

收。但直径超过1毫米，每个罐内多于3个

或伴有糖尿病及免疫功能低下者，应及时

到医院处理。

五、儿童拔罐须慎重。儿童是否适宜

拔罐，目前尚没有定论，因儿童皮肤娇嫩，

且发育未完全，拔罐前需要咨询中医师以

确保安全。

六、血小板水平低者不宜。此种人拔

罐时容易出现皮肤淤血，也不适宜。另外，

局部有皮肤破溃或有皮肤病的患者，也不

宜拔罐。

秋季慎拔火罐

秋天由于天气逐渐转凉，会使腰肌劳

损、棘间韧带损伤等疾病的症状加重。秋

季还易外感风寒，导致很多关节、颈椎、脊

椎、腰椎有病变的人出现腰酸背痛等症状，

因此不少人秋天青睐用拔火罐等方法抽出

体内的寒气。但是必须提醒，秋季不宜多

拔火罐，尤其是一些体质比较虚寒者及老

年人，否则外环境中的寒气容易随着治疗

过程进入体内，反而会加重原有的症状。

拔罐可以疏通经络、调整气血、平衡阴

阳，但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并且不管是湿气

入侵体内还是风寒入侵经络，拔罐都只能

是缓解症状，并不能解除病根。治疗前首

先得分清楚体内的湿气是内湿还是外湿，

比如夏季长期在空调环境中易造成外湿，

对这种情况，拔罐是有一定疗效的；如果是

吃多了生冷瓜果，就易造成内湿，此时拔罐

就作用甚微。

需要注意的是，秋冬两季天气寒冷，拔

罐时脱衣服容易着凉，要注意保暖。秋季

偏燥，必要时一周拔两次罐就够了，拔罐后

3小时内不宜洗澡。

□淮阳县人民医院副主任药师 常怡勇

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

家长问关于宝宝囟门的问题，如

宝宝的囟门什么时候能闭合？闭

合太早了会不会影响大脑发育？

囟门是不是摸不得？今天，就这

个问题我来说一说。

什么是囟门？

宝宝颅骨之间的连接处，有两

个骨头缺损区，医学上称为囟门，

较大的一个位于头顶，称为前囟；

较小的一个位于脑后，称为后囟。

前 囟 出 生 时 较 小 ，约

1.5cm×1.5cm，以后随着颅骨的

生长而增大，宝宝6个月后随着骨

化而逐渐变小，大多于1岁至1岁

半时完全闭合。后囟较小，为顶

骨与枕骨边缘形成的三角形间

隙，出生时很小或已闭合，最迟于

出生后6~8周内完全闭合。

通常讲的囟门主要指的是前

囟。将手指轻放在囟门上，可感

到跳动，这是宝宝的脑脊液压力

随着心脏跳动、血压的变化，与脉

搏一致所表现出的波动。正常婴

儿坐位时前囟微凹陷。

虽然囟门摸起来比较软，许

多父母不敢触摸这个部位，其实

囟门的组织结构非常牢固，家长

不要怕摸囟门，也可以清洗囟门

区域的头发及头皮。

囟门闭合早晚会影响大
脑发育吗？

前囟早闭 大多数情况下，宝

宝的囟门会在 18 个月左右闭

合。有的宝宝在6~7个月时就闭

合了。这会不会影响宝宝的智力

发育呢？如果同时伴有头围过

小，就可能发育不良，以后会影响

发育。这就需要家长定期带宝宝

去医院做体检，测量头围，同时进

行智力测评来监测智力发育进

程。而有的宝宝虽然囟门早闭，

但是随着大脑的发育，头围还会

继续增长，智力发育也可正常，家

属就不必过于紧张了。

前囟迟闭 如果宝宝的囟门

到18个月还未闭合，临床上多见

于佝偻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

脑积水，需要及时诊治。而有些

宝宝是因为妈妈孕期缺钙，出生

时头颅骨钙化欠佳，囟门过大，有

3~4厘米，所以囟门闭合时间可

能要比正常时间晚一些。这种情

况一般不需要担心。

囟门异常表现有哪些？

正常婴儿坐位时前囟微凹

陷，宝宝囟门异常主要表现如下：

前囟隆起 宝宝的前囟正常

是平软的，如果突然鼓起来，用手

摸上去，有紧绷绷的感觉，同时伴

有发热、呕吐、精神差、哭闹多，甚

至抽搐的情况，表明宝宝的颅内

压增高了。最常见的是由脑炎、

脑膜炎、颅内出血等所引起。

前囟凹陷 如果宝宝的囟门

在短时间内凹陷下去，最常见的原

因是体内缺水，小儿腹泻、呕吐、进

食少均可导致，出现尿量明显减少

甚至无尿、口干、前囟及眼窝凹陷、

皮肤干燥等情况，此时要尽快补

液，避免发生休克等严重后果。

前囟过小 有的宝宝囟门过

小，要警惕存在小头畸形。此外

也可能是颅骨早闭所造成，特别

是矢状缝早闭，会使小儿头颅变

长、变窄，头颅形成舟状畸形（枕

部突出、前额宽、前囟小）。这种

情况下就要定期测量头围，如头

围在随访3~4个月后测量正常，

即使囟门偏小一些，也不会影响

大脑的发育。

9月8日，孟津县人民医院组织该院业务

骨干，分别在常袋镇政府门前和横水镇文公村

委会大院开展201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

诊活动。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和健康指南

500余份，义诊200余人。 姚伟旗 摄

孙女士爱出汗，汗多时，不仅衣

服上留下了斑斑汗渍，而且皮肤上

也出现了黄豆大小的斑点，这使她

倍感烦恼，难道自己患了什么严重

的皮肤病？

“孙女士患的是‘花斑癣’，俗称

‘汗斑’。”河南省中医院皮肤科周国

秀副主任医师检查后说，汗斑是一

种叫“正圆形糠秕孢子菌”的真菌病

菌引起的，这种病菌喜欢温暖和潮

湿，有嗜汗的特点，医学上称之为

“花斑癣”。

据周国秀介绍，花斑癣表现为

皮肤上出现圆形或不规则的、形如

黄豆大小的斑点，并逐渐增大到指

甲盖大小，色微黄或褐色，表面有非

常细小的粒状鳞屑，不很明显，容易

刮下来。日久，皮疹可增多，并向周

围扩大，相互融合成片，形成不规则

的大小不等的地图状。其虽不是大

病，但由于病变部位大多是裸露的

肌肤，使爱美人士大为烦恼。

“花斑癣好发于多汗部位，如胸

部、腹部、上臂、背部和颈部，有时也

可波及面部。”周国秀指出，皮疹开

始时呈细小斑点，多在毛囊口周围，

随后逐渐扩大形成大小不一、颜色

从淡白至深褐色不等的斑片，其上

可见细小糠秕样鳞屑。皮损随时间

的延长而发展，日久可形成色素脱

失的斑点，不容易消退。花斑癣一

般很少有炎症反应，这是因为真菌

只寄生于皮肤角质层内的缘故。皮

损活跃时，偶尔也可有痒感。

花斑癣虽可在短期内治愈，但

色素的恢复则需要很长时间。一般

来说，如果不经特殊治疗，花斑癣遗

留下来的色素减退斑要完全消退最

少需要半年以上，长者可达数年。

周国秀提醒说，出现汗斑，千万

不要自行乱用药物，最好去正规医

院就诊。“由于许多人对花斑癣缺乏

正确的认识而用药物乱涂乱搽。什

么祛斑露、皮炎平类药物，结果反而

适得其反。” （戴秀娟）

■链接

中医药对预防花斑癣有很好的

效果，常用的有艾叶浴、薄荷浴、菊

花浴、青蒿浴、食醋浴、盐水浴等，方

法非常简单，就是用上述中药熬水

洗澡，每周一次即可。也可尝试以

下小验方：

一、1号癣药水：土槿皮20克，

大枫子肉20克，地肤子30克，蛇床

子30克，白鲜皮30克，硫黄10克，枯

矾10克，樟脑12克，用75％的酒精

浸泡3天后外用，每日3次；

二、2号癣药水：米醋1000克，

百部、蛇床子、土槿皮各12克，硫黄

10克，斑蝥15克，浸泡7天后外涂，

每日3次。

贾天明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儿内科主任兼小儿神经科主

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

会委员、国内知名小儿神经内科

专家、儿童神经科学术带头人，担

任河南省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癫痫学会副主委、省医

师协会儿科分会常委等。

擅长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的诊

治，在各种脑损伤、癫痫及各种非

癫痫发作、头痛、各种瘫痪、脑炎、

脑膜炎、脊髓疾病、脑血管病、智

力低下及各种神经系统疑难性疾病诊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2009年被评为河南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活动先进个人。2015

年获省卫计委“文明医生”称号。

平舆杨埠工商所检查秋季农资市场

日前，平舆县工商局杨埠工商所认真

开展秋季农资市场整治，对辖区20多家

农资经营者加大市场巡查力度，重点查看

农资经营户证照、管理制度、是否有商标

侵权等违法行为，对发现问题要求立即整

改。 （贾金红）

宛城台办深入台资企业调研

近日，南阳市宛城区台办对台资企业

进行走访，参观了厂区建设、生产流程、培

训课程等，座谈中详细了解在供给侧结构

改革形势下的企业运营状况以及面临的

困难，同时研究解决企业发展瓶颈的相关

对策。 （梁晓丽）

襄城县颍回镇强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襄城县颍回镇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政

教育，营造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浓厚氛

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查找风险

点，自觉履行岗位职责；公开举报电话和

举报箱，让群众积极监督干部；加大查处

力度，严肃惩处违规违纪干部，决不姑

息。 （曹伟方晓斐）

中秋节前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

在中秋节到来之际，郑州市惠济区师

家河小学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通过此

项活动，对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增强

科学节日文化理念，弘扬创新节日文化，

让节日真正给我们带来快乐与幸福。

（李梅娜）

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秋季

安全大检查

为及时消除电网迎峰度夏暴露出的

隐患和问题，提升电网健康水平，为迎峰

度冬打下坚实基础，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

于9月5日组织开展全面的秋季安全生产

大检查和检修预试工作。

此次秋检围绕秋季安全生产、基建施

工和检修预试、防止人身和恶性误操作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为重点，在严格执行《国

家电网公司安全工作规定》开展常规检查

的基础上，针对秋季检修施工开复工和现

场安全风险管控，重点开展责任制落实、

防人身伤害、秋季检修组织、电网运行风

险管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基建施工安

全、重要用户保电等方面进行认真检查。

按照“突出重点、全面覆盖”原则，以“防止

人身伤亡、现场安全管理、防止电气误操

作、‘反措’落实情况和国家电网公司通报

的典型事件暴露问题和隐患整改”为重

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提升安全风险控

制水平。 （孙磊）

泌阳县工商质监局四项措施抓效能

促监督提服务水平

一是开展日常效能监察工作，促进工

作效能。二是随机对办理申请注册登记

的行政相对人进行抽查回访。三是加强

对行政处罚案件跟踪回访。四是对局机

关、基层窗口单位及行政服务大厅进行明

察暗访。对行政效能的监督，真正使窗口

服务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做到在作风纪律

建设上思想不松，以优良的作风、扎实的

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陈充 徐洪涛）

为展现医院大医、大爱、大发展和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日前，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结合“关注患者感受 贴心优质服务”

年活动，举办了首届“摄影、书法、绘画”大赛。

此次大赛吸引了行政、临床、医技、药剂等科室人员参加，共征集作品1200余件。经初审，共展出绘画书法摄影作品176件。

作品将由患者、家属及广大职工自由投票，然后根据票数评出获奖作品。图为来院人员驻足照片前欣赏。

陈建平 韩鑫颖 摄

“传承长征精神，义诊服务百姓。”9月4

日，滑县骨科医院为响应国家2016年“服务百

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周的号召，组织10余名

骨科专家组成志愿服务队，奔赴延津县王楼乡

刘庄村举行帮扶义诊活动。

“前几天脚崴了下，一直疼，是咋回事儿？”

“俺娘的腰椎间盘突出，能不能帮忙看看？”9

月4日，志愿服务队一到刘庄村，便有村民围

了上来。志愿队员顾不上休息，马上支起摊子

开展义诊，现场检查、询问病情、当场诊治……

仅半天时间便为30多名村民解除了病痛。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目的是方便群众在

家门口看病就医，进一步树立卫生系统的良好

形象，以实际行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负责带队的滑县骨科医院工会主席明新

堂告诉记者。

义诊活动周期间，该院志愿服务队在院领

导的带领下，还分赴封丘、长垣等地开展多场

次的义诊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的普遍欢迎。

（本报记者艾德利 通讯员刘军朋）

9岁男孩牛牛先天走路不稳，无法控制大

小便，一直带着尿布生活。近日，郑州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为其实施了全程神经功能电生理监测

下的脊髓栓系松解手术，让他彻底摆脱了尿布。

牛牛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发现其背

部有一个直径约1厘米的圆形包块，上面还有

一撮毛，当时也没太在意。到了牛牛学走路的

年纪，他的父母发现，他走路不仅比其他孩子

晚，还不稳。而且当同龄孩子大小便都能自理

时，牛牛却说尿就尿说拉就拉，一天不知道要

换多少条裤子，为此他不得不带上尿布。

牛牛的父母带着他去医院检查，被告知患

的是先天性脊髓栓系统综合征，然而去了多家

医院，均因“技术达不到”而无法治疗。如今牛

牛9岁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手术，将

严重影响他今后的生活质量。

经人介绍，他们来到郑州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该科室副主任医师张喆为牛牛做了专科检

查。“孩子的病属于先天腰背畸形，低位脊髓、

脊髓裂、背部皮毛窦。这种病必须立即实施脊

髓栓系松解术，否则，未来他将可能出现行动

不便甚至是下半身瘫痪。”张喆表示。

手术由张喆副主任医师及神外技术团队

共同开展，在新设备“神经功能电生理监测仪”

的监测下，两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牛牛恢复得很好，走路稳了，背部的

脊柱裂修复了，可以自行控制大小便了，再也

不用受到尿布的困扰了。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潘黎黎）

健康提醒

9月5日，经国家卫计委批准，河南省人民

医院与埃塞俄比亚提露内丝-北京医院正式

签约，将新援建“中国创伤治疗中心”和“中国

妇幼健康中心”，为非洲人民打造一支“带不走

的医疗队”。

根据协议内容，未来3年，河南省人民医

院每年将义务派出两批创伤与妇幼专业的专

家赴埃塞俄比亚进行培训指导，帮助当地医务

人员提高专业技能。通过3年的人员培训及

硬件建设，在埃塞俄比亚提露内丝-北京医院

建立“中国创伤治疗中心”和“妇幼健康中心”，

构建完善的创伤急救和妇幼健康管理体系、妇

幼急危重症抢救流程，培训多个优秀创伤救治

团队，该院在创伤救治和妇幼保健领域处于埃

塞俄比亚领先地位。

据了解，2016年度，国家卫计委共批准医

疗援非项目十项，河南省人民医院承担了两

项，成为我省首家与国外医院实施“对口医院”

建设的医疗单位。埃塞俄比亚提露内丝-北

京医院为我国全资援建，此前，河南省人民医

院已派遣包括重症、神外、超声、影像等9个专

业的医师在提露内丝-北京医院开展援建工

作。 （本报记者 李海旭）

省人民医院将在
非洲援建两个医疗中心

郑州人民医院成功手术
9岁男孩摆脱尿布困扰

滑县骨科医院
送医下乡惠及百姓

防“汗斑”不可乱用药

秋季慎拔火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