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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近期，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天
气原因感冒了。那么，除了注意
穿衣保暖、适当运动增强抵抗力，
还有什么办法预防感冒呢？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
王至婉主任医师就给大家推荐一
种最常见的药食两用的蔬菜——
萝卜。

萝卜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
一，在古代又称雹突、紫花菘、莱
菔、萝菔等，其根称萝菔根，其子
称萝菔子。

史书记载，汉桓帝时年饥，劝
人种蔓菁（萝卜幼苗）以充饥。诸
葛亮征汉，令军人种萝菔充粮。
元代诗人曾吟诗“熟食甘似芋，生
吃脆如梨。老病消凝滞，奇功真
品题”赞颂萝卜。

王至婉说，中医认为，萝卜有

消食、化痰定喘、清热顺气、消肿
散淤的功能。《本草纲目》中载其
能“大下气、消谷和中、去邪热
气”，主治食积胀满、痰嗽失音、吐
血、衄血、消渴、痢疾、偏头痛等。

近来有研究表明，萝卜中含有葡
萄糖、蔗糖、果糖、多缩戊糖、粗纤
维、维生素C、矿物质、少量粗蛋
白以及多种氨基酸。其所含的纤
维木质素有较强的抗癌作用，生
吃效果会更好。生萝卜可开胃、
助消化，还能滋养咽喉、化痰顺气
及预防感冒。

“对于冬季容易感冒的免疫
力低下人群，不妨每天用一个萝
卜熬水当茶喝。”王至婉说，室内
有暖气的，空气容易干燥，可以每
天生吃半个萝卜，不仅补充水分，
还可清热消食。

王至婉推荐一个源于《普济
方》的食疗方——萝卜生姜汁：取
萝卜250克、生姜30克，分别切
片捣烂绞汁，频频含咽，具有清热
利咽、化痰的作用，可用于痰热咳
嗽和失音的治疗。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上周三上午，邱老先生进了
手术室，在王中杰主任的妙手下
四颗植体种进去，半口好牙“长”
出来。邱老先生出了手术室就拿

起苹果“咔嚓咔嚓”啃起来，一边
吃一边夸王主任技术好。

12月30日拜博口腔博士种
植团队将为您奉上精彩的手术直

播，博士专家团队全程解说。您
不仅能看见手术全过程，还能看
懂手术，更能早日种上健康好牙。

六岁女童豆豆（化名）不
明原因阴道出血，且大阴唇发
炎糜烂，四处求医均无法确
诊。近日，在河南省儿童医院
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少女妇
科，经过医生仔细查体及超声
检查，确诊为阴道异物。

豆豆来自上蔡县，近段时
间，家长时常发现女儿内裤上
有很多分泌物，这种情况持续
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血性分
泌物，大阴唇皮肤出现糜烂，
家人非常紧张。在多个医院
进行药物治疗，情况依然没有
改善，无奈之下，家人带着孩
子来到河南省儿童医院就诊。

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
王凌飞对其认真查体，首先排
除性早熟的可能，建议阴道超
声检查。“与成人检查不同，我
们医院的阴道超声检查探头
在阴道口就能查明真相。”她
的介绍打消了家长顾虑。

结果出来后，让人心惊：
孩子阴道内居然有一团棉絮。

经过耐心劝说，豆豆终于
说出了实情，原来一个多月
前，她在家玩耍时，出于好奇，
就把枕头里的棉絮拽出来，塞
到了自己阴道内。很快，这些
棉絮被医生顺利取出。

王凌飞介绍，从2016年5
月至今，科室已经接收了十几
例阴道异物患儿，最小的2岁
多，最大的11岁，异物类型五
花八门。女童生殖器官发育
不成熟，阴道上皮薄，自然防
御功能差，如有异物刺激时极
易感染。阴道异物存留时间
过长，可导致阴道流血、反复
感染、严重者可致阴道粘连、
狭窄，甚至造成尿道阴道瘘或
膀胱阴道瘘。所以，早期诊
断、及时取出异物是防止异物
导致并发症的关键。

无明显诱因，今年59岁
的李女士左侧咽部出现剧烈
疼痛、频繁咳嗽，检查却发现
咽旁出现了肿瘤。近日，郑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团
队，成功为她切除了肿瘤。

李女士因咽部不适求诊
到郑州七院耳鼻喉科，后经详
细检查，发现肿瘤物与颈动
脉、颈外动脉、颈静脉及面神
经、颈交感神经丛等神经紧密
相邻。“术中如果损伤血管严
重者，可出现出血性休克甚至
死亡，侵犯颈内静脉可出现血
栓性静脉炎或脓毒血症，损伤
神经可出现相应的神经麻痹
症状，感染扩散可出现喉水
肿、纵隔炎等，手术难度较

大。”经过充分讨论，专家团队
制订了详细手术方案。

近日，李女士接受了经颈
侧切径路咽旁间隙肿瘤切除
术，术中医生顺利取出大小约
2cm × 4cm × 6cm 的 肿 瘤
物。目前，术后患者恢复好，
已康复出院。

据耳鼻喉科主任查潇逸
介绍，咽旁间隙是人体头颈部
的一个潜在腔隙，内有头颈部
重要血管及后组颅神经。该
咽旁间隙肿瘤较大，且与颈
外、颈内动脉关系密切，经颈
外径路手术视野好，出血少，
能充分切除干净，减少术后复
发，减轻患者痛苦。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肖婧菁

心脏在哪些时间最危险？答
案是：12月、周一、清晨。

据瑞典一项研究，对15.6万
名住院治疗的心脏病患者7年间
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一年
中，12月心脏病发作风险最高；
一周中，心脏病发作在星期一最
多。而国内一项研究数据显示，
上午6~9点是心脏性猝死发生的
高峰时间。

为什么这三个时段心脏最危
险？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心内
科主任丁怀兰解释说，12月往往
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此时人体
耗氧量增加，为维持正常体温，血
管收缩、血压增高，心脏负荷随之
增大，从而导致心绞痛、急性心肌
梗死的患者病情加重。同时，天
冷时人们易患呼吸系统疾病，如
上呼吸道感染、慢阻肺、哮喘等都

会加重原有心脏病的病情。为了
御寒，人们会倾向于吃高盐、高脂
肪的食物，新鲜蔬菜及水果的摄
入量相对不足。年底聚会增多，
这会给心脑血管带来负担。此
外，天冷户外活动减少，也是冠心
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如何躲过危险月？丁怀兰
说，保暖很重要，尤其是头和脚的
保暖；冬季运动前的热身活动要
比其他季节更充分，尽量不做剧
烈运动，选择较缓和的运动；饮食
多吃含叶酸、钙和维生素D的食
物，限制钠盐的摄入。

为什么周一是危险时段？丁
怀兰说，心脏病发作风险与压力
相关，周一由周末放松状态，突然
转入紧张的工作状态，人的生理、
心理上会产生一些不适反应，所
以周一人们的情绪最容易焦躁。
因此，周末时不要放松得太过，要
劳逸结合，应把周末当成一个充

电模式，不要让自己太劳累。
为什么清晨是危险时段？丁

怀兰说，早晨起床后，身体分泌肾
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导致血压上
升，加上整晚没喝水，血液比较浓
稠，容易发生栓塞。研究数据显
示，上午6~9点为心脏性猝死发
生的高峰时间，此时段心脏性猝
死的危险性至少比一天内其他时
段的平均危险性高70%。

如何度过危险时段？丁怀兰
建议大家尤其是心血管病患者，
晨起时动作最好缓慢一些，起床
后可以小口喝些温开水。高血压
患者需遵医嘱，看是否需要睡前
服用长效降压药，以更好地控制
第二天清晨的血压。

丁怀兰最后提醒，如果出现
气短，皮肤黏膜、耳轮周围、口唇
鼻周等发紫，全身或下肢水肿等，
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些都可能是
心脏病的早期症状。

拜博口腔联合本报回馈读者

优惠剩4天!10元=1000元,100元=1万元
12月30日，博士种植团队邀您观看种植牙直播。TPP穿翼板种植技术：不植骨、不等待，让你1天种好牙！
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 |“老邱，你儿子劝你那么多次
去拜博种牙，你怕花钱不乐意，这回咋想通
了？”邱老先生最近去拜博种了牙，朋友们都特
别好奇：当初孩子生拉硬拽让他去种牙，他都
不愿意，上周三竟然把牙种好了。到底咋回
事？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早知道拜博口腔种牙技术
好，但一直不想花这笔钱。可上
次相亲，说得正开心，一不小心假
牙掉出来了，臊得我面红耳赤，一
回家就让儿子带我去拜博了。”原
来，邱老先生因为假牙让他丢面
子了，才下定决心去种牙。

这次去拜博，邱老先生十分

配合地做了各种术前检查，积极
主动参与方案制订，没让儿子操
一点儿心。最终，拜博口腔医院
种植中心主任王中杰医生拿出了
治疗方案。“邱老先生希望先把上
半口的活动假牙换成种植牙，下
半口的几颗固定假牙等一等再
种。由于老人家缺牙时间太久，

牙槽骨萎缩比较严重，上半口的
牙槽骨已经不是一个平面了，而
呈高高低低的波浪形。传统的方
式肯定是要做上颌窦提升，先植
入骨粉骨膜，等上6~8个月再种
牙。不过拜博现在引进了TPP
穿翼板种植技术，可以实现不植
骨、不等待1天种好牙。”

相亲时假牙脱落“丢面子” 下定决心去拜博种好牙

不植骨、不等待，1天种好牙 上午种牙后当场啃苹果

□记者 刘静

冬季易感冒 试试“萝卜方”

当心！心脏在这三个时段最危险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为患者成功实施
咽旁间隙肿瘤切除术

阴道里藏棉絮
女童下体出血糜烂

12月 26日，我省首家慢
病管理中心在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揭牌。患者以
后将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疾
病筛查、风险评估、健康干预
和恢复、健康理念宣传和教育
等全过程的医疗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
显示，慢性病是人类过早死亡
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通过有
效的行为转变，适当的医疗管
理和系统的监测，慢性病及其
并发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
效地防治或管理。而当前，慢
病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普遍
性、挑战性的健康问题。目前
我省高血压患者达到25%、糖

尿病患者达到9%。
据悉，该院的慢病管理服

务机构涵盖了全科医生、运动
测评、营养测评、心理测评、生
活美容及口腔保健等专业。

“在慢性病的治疗中，传统
的医疗方法只能起到30%的作
用，另外70%的作用，则在于对
患者规范的日常健康管理。
帮助慢病患者进行科学、有效
的疾病管理，以健康促进和健
康管理为手段，控制慢病危险
因素，提升慢病患者生存质
量，降低高危人群发病风险，
减少可预防的慢性病的发病、
死亡和致残，促进全生命周期
健康。”该院院长连鸿凯说。

我省成立首家慢病管理中心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马一禾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马菲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雷锦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