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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红茶】材料：化橘红 3
至6g；做法：开水冲泡。

作用：理气化痰，宣肺止
咳。对于脾胃气滞表现为纳
呆、腹胀或痰湿咳嗽表现为胸
膈满闷，咳白色浆液泡沫样痰
效果较好。

适用人群：慢支、肺气肿
证属痰浊上扰，表现为痰白黏
稠者适合食用。健脾理气，也
是长期饮酒人士的护胃之选。

【橘红白术饮】材料：化橘
红6g，白术10g，党参10g、茯苓
10g。做法：白术、茯苓、党参
先煮30分钟，后放入化橘红同
煮15分钟即可饮用。

作用：健脾理气、宣肺止
咳、祛湿化痰。

进入秋冬以来，到医院就
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也开始
增多。专家提醒，慢性支气管
炎（“老慢支”）如不及时治疗，

部分患者还可能会发展成更
严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炎，或肺
源性心脏病。所以，积极预防
慢性支气管炎复发非常重要。

如何预防慢性支气管
炎？张仲景国医馆特聘专家、
主治中医师邹敏涛建议，一是
加强锻炼，增强抵抗力；二是
防寒保暖，预防感冒；此外还
应戒烟并尽量不接触二手烟，
同时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对已经存在的慢性呼吸
道问题，专家表示，化橘红就
具有不错的效果。据介绍，呼
吸道问题大多表现为多痰、咳
嗽。中医认为，咳嗽又有寒热
之分，如常吃煎炸、烧烤类易
上火食物的，喉咙干痒、干咳
少痰或痰色黄质黏稠的，就是
热咳，这是由于肺热造成的；

如果是咽痒、咳嗽频繁、痰液
稀薄如泡沫状的，就是寒咳，
大多是由受寒引起的。

化橘红在明清时代，被列
为贡品，又被称为“南方人
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记载：“橘红佳品，其瓤内有红
白之分，利气、化痰、止咳功倍
于它药。其功愈陈愈良。”

1990 年，化橘红被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6
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化州
橘红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在张仲景大药房，记者看
到化橘红的包装盒上，印有广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橘红
中药文化”传承人的图片。工
作人员称，该化橘红除了来源
可靠，其炮制工艺也被认证为

“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

化橘红：秋冬季止咳化痰，试试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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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头坏死痛难忍，
治疗一次笑容重现

路女士患双侧股骨头坏
死多年，双髋关节活动疼痛，
左侧腹股沟下疼痛剧烈。后
经病友介绍，她来到郑州中医
骨伤病医院就诊。

结合路女士的症状，郑州
中医骨伤病医院微创科王培
辉主任建议其进行针刀镜治
疗。治疗后，次日，路女士发
现左侧腹股沟疼痛消失，久违
的笑容重新出现。

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

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
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
特优势，是当下广大中医药工
作者努力的目标。

针刀镜诊疗技术就是以
中医经筋理论为指导，在《内
经》“九针十二原”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内窥镜技术，在微创
和可视条件下，治疗疑难性疼
痛、关节顽固性肿痛、以髋部
臀部或腹股沟区的疼痛为主
的股骨头坏死等骨科疾病。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是一
家以中医保髋治疗为优势的三
级特色骨伤病专科医院，为了

解决在保髋治疗中疑难性疼痛
这一大难题，在中医传统疗法
的基础上引进针刀镜技术。

短短3年间，郑州中医骨
伤病医院微创科已成功实施
针刀镜髋关节手术2066例，
受到业界瞩目。

针刀镜推陈出新，院
长应邀赴皖做报告

保髋治疗在整个股骨头
坏死治疗过程中具有不可或
缺的重要意义。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微
创科王培辉主任从大量临床
案例的研究和实践操作中发
现，血管翳形成是腹股沟下疼
痛的主要原因，他根据不同的
镜下滑膜形态提出了血管翳
灭活、横络解结法、关节高压
灌洗炎性物质后负压吸引等
不同的治疗方案。同时，创新

了针刀镜髋关节前内侧入路
操作，解除腹股沟区疼痛，在
临床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今年9月 20日～9月 21
日，由安徽医学会主办的“安
徽省疼痛学分会第十三次年
会暨慢性疼痛微创治疗新进
展学习班”在合肥举办。郑州
中医骨伤病医院郭永昌院长
应邀做了题为“针刀镜诊疗技
术在股骨头坏死中的临床应
用”的主题报告，对针刀镜近
年来在治疗股骨头坏死方面
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进行交
流探讨。

既要把老祖宗留下的宝
贵财富“用起来”，也要让现代
的科技资源“活起来”。在推
进中医药现代化、推进中医药
科技创新的路上，郑州中医骨
伤病医院一直在努力。

股骨头坏死会极大限制患者的行动，且疼痛难忍。很多医
生都认为保髋治疗已无意义，建议进行人工关节置换。

难道只能这样了吗？当然不，传承千年的中医与现代科技
结合的成果——针刀镜技术的出现，让众多股骨头坏死患者看
到了保髋的希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周媛

针刀镜 让股骨头坏死患者重燃希望

读者周女士问：
我今年41岁，1个月前

因受凉感冒后出现持续性
头痛，伴有鼻塞，头重脚
轻。去医院就诊，经治疗
症状缓解。但一周前，头
痛再发，头痛部位呈游走
性，胀痛，白天症状减轻，
夜间加重，严重时影响睡
眠，后来到张仲景国医馆
就诊，医生对我进行仔细
问诊、把脉后，说我舌质
红、苔白腻、脉弦滑、证属
风湿内阻型头痛，应以祛
风胜湿，通络止痛为主要
调理原则。遂开具中药汤
剂7剂，日1剂，水煎服，分
早晚两次分服；一周后复
诊，自觉服药后头痛稍减
轻，前额及头顶部仍有发
作，夜眠差。医生微调处
方，嘱我续服中药汤剂 10
剂。三诊时，我仍有头痛，
前额、两侧颞部疼痛，夜眠
改善，续服中药汤剂10剂；
四诊时头痛较前减轻，偶
有前额疼痛，但疼痛范围
缩小，程度减轻，继续坚持
调理月余，已愈。

现在想请问，我的邻
居也患有偏头痛多年，发
作起来疼痛剧烈，常年反
复发作，吃了很多药物，但
效果一般，中医可以调理
吗？

王宝亮（国家级名老
中医、主任中医师、张仲景
国医馆特聘专家）：

中医称偏头痛为头风
痛或偏头风，在治疗时，一
般从肝从风论治。中医认
为，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
用阳，风者善行而数变，巅
顶之上，唯风可到。因此，
在偏头痛发作时或发作前
期，结合病人体质，综合辨
证论治，可以有效缓解镇
痛，并减少发作的次数，从
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我周五下午在河医立
交桥东100米路北的张仲
景国医馆河医馆坐诊，可
以择期就诊。

偏头痛反复发作
中医能否调理？

ZHONG JING WEN ZHEN

仲景问诊

数字 每1分钟约1名
5岁以下亚太儿童死于球
菌性肺炎

根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估算，全球每年有70
万~1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
肺炎球菌性疾病。在亚太地
区，约每1分钟有至少1名5岁
以下儿童死于肺炎球菌性肺
炎。因此，WHO将肺炎球菌
性疾病称为婴幼儿“健康杀
手”，并将其列为需“极高度优
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

河南省儿童医院大内科
主任兼内科监护室主任金志
鹏介绍，肺炎球菌是一种可引
发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细
菌，广泛定殖于人类鼻咽部，
肺炎球菌依靠飞沫传播，儿童
是其主要携带和传播人群。
一岁以内的婴幼儿由于自身
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完善，对细
菌和病毒的抵抗力很弱，很有
可能发生肺炎球菌感染，引发
肺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脑膜
炎等一系列严重疾病。

10月 12日，在流感高峰

季到来之际，辉瑞中国发起的
“一分钟，护一生”携手抵御肺
炎球菌性疾病系列活动郑州
站启动。活动旨在提升全社
会对肺炎球菌性疾病的认知，
强化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理
念，并向全社会呼吁：每人多花
一分钟，共同抵御肺炎球菌！

建议 6月龄内婴幼
儿应优先接种肺炎球菌疫
苗

“对于免疫功能发育尚不
完善的婴幼儿来讲，预防大于
治疗是第一原则。”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
实验室主任徐瑾说，预防肺炎
球菌，家长应做到日常生活中
的“一般预防”与接种疫苗“特
异性防护”，尤其在即将到来
的流感高发季节，一方面尽早

为宝宝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
球菌疫苗，对于6月龄以下不
能接种流感疫苗的婴幼儿，更
应该尽早接种肺炎球菌疫
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
居住环境清洁、室内空气流
通，注重饮食平衡，尽量减少
带宝宝出入公共场所。

“这个疫苗的接种窗口期
很短，婴儿42天开始就可以接
种第一针，如果超过四个半月
没开始接种，就不能接种了。”
省中医院21世纪门诊部儿童
预防保健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赵荷苹说。

据了解，肺炎球菌结合疫
苗已在全球160多个国家获批
上市，其中超过125个国家已
将其纳入本国的国家免疫规
划，112个国家批准肺炎球菌
结合疫苗在全人群中接种。

即将进入呼吸道疾病高发季

家中小宝贝做好防护了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本月 13日最高温度 23℃，14日最高温度直接跳水到
16℃。瞬息万变的天气给病毒和细菌有了攻击人体的机会。
专家说，从当前开始，河南将进入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而这对于
婴幼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预约接种13价肺炎球
菌疫苗的小宝宝明显增多，而他们大多都是几个月大的宝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