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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小故事

九月九日重阳节，一群富家子弟在
酒店里比赛吃螃蟹。一只只大螃蟹又
黄又多油，他们越吃越香，吃空的蟹壳
竟在桌上堆成了一座小塔。

华佗带着徒弟，也到这儿来饮酒。
他看到那伙少年像疯了似的比赛吃蟹，便
好心地劝说道：“螃蟹性寒，不可多吃。”

少年们很不高兴：“我们吃的是自
己花钱买的东西，谁听你的管教！”

华佗看劝不动就对酒店老板说：
“不能再卖给他们啦，会闹出人命的。”

酒店老板正打算从那伙少年身上
多赚些钱，哪里听得进华佗的话，把脸
一板说：“你少管闲事，别搅了我的生
意！”

华佗叹息一声，只好坐下吃自己的酒。
等到半夜，那伙少年突然大喊肚子

疼，有的疼得直冒汗，有的翻倒在桌下
打滚儿。酒店老板吓呆了，急忙问：“你
们是怎么啦？”

少年：“我们肚子疼，快帮我们请医
生！”

酒店老板快哭了：“这半夜三更的，
让我上哪儿请医生去？”

这时华佗走过来说：“我就是医
生。”

少年：“求先生发发善心，救救我
们。您要多少钱都好说。”

华佗：“我不要钱。”
少年：“那您想要别的也行。”
华佗：“我要你们答应一件事！今

后你们得听从老人的劝告，再不准胡
闹！”待到少年们保证后，华佗让他们等
着，自己带着徒弟到了荒郊野外，采了
些紫色草的茎叶回来，煎汤给少年们喝
下。过了会儿，他们的肚子都不痛了。

少年们千恩万谢，告别华佗，回家
了。华佗心想：这种药草还没名字，病
人吃了它确实会感到舒服。今后就叫
它“紫舒”吧！

华佗徒弟问道：“这紫色草叶子解
蟹毒，出在什么书上？”

华佗说书上并没有，这是从动物那
儿学来的。

有一年夏天，华佗在江南的一条河
边采药时，看见一只水獭逮住一条大
鱼。水獭吞吃了很长时间，把肚皮撑得
像鼓一样。它一会儿水里，一会儿岸
上；一会儿躺下不动，一会儿来回折腾，
难受极了。可是后来，它爬到岸边一片
紫色的草旁边，吃了些草叶，又躺了一
会儿竟没事了。华佗心想，鱼类属凉
性，这草属温性，准可以解鱼毒。从此，
他便记在了心上。

后来，华佗又发现这种草药还具有
散表的功能，可以益脾、利肺、理气、宽
中、止咳、化痰，能治很多病症。因为这
种药草是紫色的，吃到腹中很舒服，华
佗给它取名“紫舒”，因为它是草类，后
来人们把它叫作“紫苏”。

（省中医院教授 李鲜/供稿）

不久前，一个名叫小菲（化
名）的7岁女孩，在门诊以“失音3
天”的病因收入郑大三附院（省
妇幼）小儿神经一科，小菲无诱
因突然出现说话时发不出音的
情况，但是，理解力、听力尚且
正常，家属急得团团转。

小菲入院后查体显示无明
显定位体征（指某处神经异常
所能引起的身体相应部位的症
状和体征），虽说话不能发音，
但哭笑或咳嗽时声音正常响亮，
完善头颅核磁等检查也无异常。
为什么小菲突然出现失音呢？为
什么除了失音，无其他伴随症状
呢？疾病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其他
问题？该科主任张晓莉开始追寻
症状背后的原因。

经追问病史，张晓莉得知患
儿系留守儿童，常年跟父母分离，
最近跟同学闹了矛盾，由此判断
孩子为癔症性失音的可能性很
大。医护人员立即给小菲进行心
理疏导，同时给予暗示疗法。一
天后，小菲神奇地开口说话了，发
音也完全正常了，家人心里乐开
了花。

据张晓莉介绍，癔症是指患
者在精神因素刺激下出现多种精
神障碍或躯体症状，常由心理因
素诱发。癔症性失音又叫癔症性
发音困难，是喉发声功能暂时性
障碍，并无器质性改变。近年
来，儿童癔症的发病率有逐年
增多的趋势，临床症状复杂多
样，易与器质性疾病混淆而致
误诊。该院曾经接诊过许多患
有癔症的患儿，他们临床表现
各式各样，有偏头痛的，有类似
于痫性发作（与癫痫不同，癫痫
是指临床呈长期反复痫性发作
的疾病过程，痫性发作通常指
一次发作过程。痫性发作，可
在癫痫中出现，但出现痫性发
作的患者未必都是癫痫）的，还
有晕厥、瘫痪的。该病起病急，
如果不给予恰当的治疗，恢复困
难而且易反复，通过相应的心理
治疗可迅速恢复。

近日，某单位一年一度的体检报告陆陆
续续出来了，在骨密度检测一项中，有好几
个人都显示有骨量流失，骨量流失会造成骨
质疏松吗？骨质疏松该如何预防？记者就
此采访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
骨质疏松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导师叶进。

叶进说，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是老年人得
的病，与年轻人无关。事实上，在30至35岁之
间，人的骨量达到最大，此后便开始流失，而且
流失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些年轻人因不良
生活习惯、缺乏运动、饮食单一等原因，也会患
上骨质疏松，如果不注意及早“储备”骨量、补充
钙质，就好像在骨骼中埋入了一颗定时炸弹，
骨骼质量变差，随时会引发一系列骨骼健康问
题。“正常情况下，20岁之前是骨头发育的最佳
时间，在30至35岁人体的骨头到达骨峰值，
40岁后峰值自然下降，破坏的程度会逐渐大
于修护的进度，到了50岁骨质流失的状况会
急剧下滑。女性在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骨
质流失的速度较男性高出许多，因此银发族
应特别注意骨质疏松发生征兆。”

叶进提醒，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年轻开

始。一要适当运动。骨不用就疏松，负重
的运动，如走、跳、跳舞或跑，可以增强骨质。
运动还可以帮助增加骨量，维持合理的骨转
换水平，保证适度的骨骼矿化，修复骨骼的微
损伤，改善骨骼健康结构。二要均衡饮食。中
国传统的饮食习惯以多盐多油为主。而钠与
钙的排泄相互关联，在高盐摄入时，钠排泄增
加，钙也随之丢失。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健康
成年人一天食盐的总摄入量为6克，日常生活
中减少盐的摄入，有助于帮助钙质吸收。三
要保证足够的日晒。通过晒太阳，可让体内产
生更多的维生素D3，而维生素D3可促进钙吸
收。一般而言，每天保证15分钟到半小时的日
照，自身就可以合成身体需要的维生素D3。四
要保持体重。维持健康的体重对骨骼健康很
重要。不少女性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不断节
食，不仅无法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物质，也
容易加剧体内骨质流失。五要补充维生
素。适当补充维生素K、蛋白质、维生素B12、
镁、钾等，都会让骨骼更硬朗。六要多吃强
健骨骼的好食物。三文鱼、坚果和种子、牛
奶、豆类食品、绿叶菜等都能提供大量钙质。

糖尿病患者在口服降糖药效果不好时，医
生会建议用胰岛素治疗，但有许多患者对胰岛
素有顾虑，认为胰岛素是“毒品”，一“沾”上就
得终身依赖。近日，记者采访了省人民医院内
分泌科四病区主任尚敬，听他详解关于胰岛素
的认识误区，以便正确控糖。

事实上，这种误区是大家对胰岛素缺乏认
知造成的，胰岛素是正常人体所产生的激素，
它不是毒品。是否需要使用胰岛素，是根据胰
岛功能好坏而决定的。

打个比方，假如正常人有 100个胰岛细胞
产生 100个胰岛素，而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细胞
会损失一部分。也许只剩下 50 个胰岛细胞，
而 50个胰岛细胞只能产生 50个胰岛素，这种
情况下，血糖就升高了。

怎么办呢？有三个方法可以控制血糖：第
一是减少身体对胰岛素的需要量，比方说少吃
点饭和加大运动量，以前需要100个胰岛素，可
能现在只需要 60 个，这样血糖就降下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控制饮食、运动。
第二是用药，人体需要100个胰岛素，却只剩下
50 个胰岛细胞，药物就类似鞭子抽剩下的 50
个胰岛细胞，让它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这样也可以降血糖。第三是直接补充胰岛素，
缺少50个胰岛素就补50个，血糖就降下来了，
这就需要打胰岛素了。

第一个方法需要终身坚持，因为一个正常

人需要 100个胰岛素，一个大胖子就可能需要
300个胰岛素，所以要长年坚持减重。还有就
是吃得越多，胰岛素的需求量就越大。第二个
方法的好处是吃药方便，坏处是剩下的 50 个
胰岛细胞长年累月地干活，会“过劳死”，今年
50个，明年可能只剩下45个了，再过两年就剩
40个，到剩下30个以下的时候，胰岛细胞就会
迅速衰竭。第三种方法的好处是能对胰岛细
胞起到保护作用，但是打胰岛素麻烦，如果长
期打，可能造成低血糖和发胖。

三个方法怎么选择呢？一般医生会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胰岛功能评估，三种方
法联合应用。因此，胰岛功能的好坏最终决定
着患者到底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

“2018世界癌症日”活动在省肿瘤医院启动

教你和“肿瘤君”说

□记者 李蕴真
通讯员 赵曼 董燕

你的骨量流失了吗？

胰岛素真的戒不掉？

水獭“教”华佗
识紫苏

本报讯（记者 黄丽 通讯员 陈玉博 李昂/
文图）1月 10 日上午，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
河南省肿瘤医院承办，河南省抗癌协会、石
药集团抗肿瘤药事业部联合协办的“2018 世
界癌症日”活动启动仪式在省肿瘤医院举
行。

据了解，每年的 2 月 4 日是世界癌症日，
2018年世界癌症日主题为“我们能，我能——
战胜癌症”（We can，I can.）。该活动旨在倡
导新的方法促进国际各组织之间的合作，加
强癌症研究、预防及治疗等领域的进展，并
在全球同步开展肿瘤防治的科普宣传，提高
癌症早诊水平。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樊代明院士，中国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国
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郝希山院士，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主任王红阳院士，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
记阚全程等 20 余位专家、领导，以及肿瘤患
者、医护人员等 3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樊代明介绍，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居
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影响着国家社会的
发展。作为我国肿瘤防治领域的重要力量，

中国抗癌协会坚持每年开展全民性
品牌科普活动，癌症患者康复教育、
癌症救助公益活动等，将协会的行业
资源、专家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为国
家探索“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的癌症
防控新模式。他强调，癌症防控需要
构建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康复等
全方位一体化防控体系，更需要社会
各方面的参与，推进防癌控癌工作，
努力构建无癌世界。

阚全程表示，河南是人口大省，
也是癌症高发省份，由于河南医疗资
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肿瘤防治的
形式仍然严峻。近年来，在省卫生计生委的
带领下，整合资源，努力建立上下联动、覆盖
全省的肿瘤防治体系，不断提升防治能力和
水平。“世界癌症日”活动的举办，是对河南卫
生事业健康发展的促进和鞭策，帮助医务人
员学习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希望河南同仁能
把握机会，借鉴先进经验，切实加快建设健康
中原，不断增进河南人民健康福祉。

随着“2018 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结束，
全国范围内的“世界癌症日”的科普宣传、义

诊等系列活动即将开始。
当日下午，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组织了

精彩的医患联谊。舞台上，抗癌明星们各个
神采飞扬，表演了歌舞、曲艺等节目，为现场
观众呈现了一道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医护
人员更是将防癌抗癌的科普知识竞答穿插其
中，在普及抗癌常识的同时，为活动增添了互
动的乐趣。

战胜癌症，你能我能；战胜癌症，众志
成城。

□记者 李文卿
打开心窗
治癔症

□记者 黄丽

启动仪式上启动仪式上，，樊代明院士樊代明院士（（左一左一））作致辞作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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