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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大河
报迎新年“福星送福”斗墨大
赛正式启动，12月31日投稿
截止。本次“福星送福”斗墨
大赛，邀请本报老年读者展示
自己的墨宝，主题是“福”字。

30天内，一幅幅形态各
异的“福”字，通过手机“飞”到
大河报天天健康官方微信“大
河微医”后台。

“福”字出现很早，是我国
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说文解
字》中注：“福，备也。备者，百
顺之名也。无所顺者之谓
备。”百顺就是诸事称心如
意。伴随中国几千年历史文
明的变迁与发展，如今，“福”
字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楷书、行书、隶书……除

去拍照不清晰等不规范的投
稿，大河报天天编辑部共收到
有效来稿298幅，在这些来稿
中，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
50岁。

78岁的王智宽老先生是
一名环保爱好者，业余时间多
次宣传环保，也喜欢写字，这
次投稿，一个“福”字，王老先
生写出了6种字体。

93岁的黄英才老先生是
大河报的忠实粉丝，从大河报
创刊至今，每年都订阅大河
报。退休后的黄老先生大部
分时间用来读书、读报、练
字。这次，他看到“福星送福”
的活动，第一时间投了稿。

上周，经过我省4位书法

家协会的评选，获奖名单最终
确定。本周三，也就是2020
年1月15日下午3点，大河报
将举行本次活动的颁奖典

礼。现场，获奖读者不仅可以
获得大河报全年订阅卡、大河
生活卡，同时还可以与书法家
面对面切磋交流。

24 岁是风华正茂的年
龄，可对体弱多病的小文来
说，正常呼吸已是一种奢侈。
因为，他的心脏瓣膜被细菌
“吃掉”了。

近日，在华中阜外医院，
小文一次性做了六项复合手
术，被细菌“吃掉”的心脏瓣膜
终被修复完整。

小文是许昌长葛人，8岁
时因先天性心脏病，在上海做
了心脏室间隔缺损修补手
术。术后刚开始效果不错，可
是后来胸闷、体力下降等症状
再次出现，复查超声时发现，
心脏室间隔有残余反流。从
此以后，小文一家就踏上了漫
漫的求医之路。

近日，小文病情突然加
重，不仅胸腹疼痛难忍，而且
下肢水肿得厉害，还伴随呼吸

困难。在一家三甲医院检查，
他被告知，病情严重且复杂，
如果进行二次手术，难度大，
风险高，成功率只有 20%。
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小文一
家来到华中阜外医院，找到了
成人心脏二病区主任张国报
教授。

经过检查，张国报主任发
现，由于身体孱弱，小文的心
脏瓣膜已经被细菌“吃掉”了！

心脏瓣膜被细菌“吃掉”，
是啥情况？原来因为小文身
体虚弱，细菌乘虚而入，附着
在其心室缺残余漏附近，并不
断发展，把紧邻的瓣膜吞噬殆
尽，形成了严重的心内膜炎。

不仅如此，小文还存在室
缺残余漏、主动脉瓣周脓肿、
二尖瓣关闭不全、心力衰竭等
诸多问题。心脏的这些问题，
碰上任何一种都是“灾难”，可

小文却同时“拥有”了全部。
手术必要且急迫。但是，

要为这样的患者实施手术，难
度可想而知。

做好周密的术前准备后，
张国报主任、李廷武主任医
师、李昭主治医师等专家会同
麻醉、体外循环等专家，开始
为其实施“心脏赘生物清除+
主动脉瓣右冠瓣环切除+室
缺修补+主动脉瓣机械瓣置
换+肺动脉瓣机械瓣置换+主
动脉修补”这场艰难的手术。

手术台上，专家发现，细
菌产生于室缺残余漏处，细菌
生长蔓延到邻近的主动脉瓣，
破坏了主动脉瓣及周围的心
肌后又“侵蚀”了肺动脉瓣。

手术从上午8点多，持续
到晚上8点多。经过12个钟
头的鏖战，专家们终于完成心
脏赘生物清除、主动脉瓣右冠

瓣环切除、室缺修补、主动脉
瓣机械瓣置换、肺动脉瓣机械
瓣置换、主动脉修补等手术的
关键步骤。

手术过程是艰难的，效果
却让人惊喜：术后第二天，小
文撤除呼吸机，转到普通病
房。术后两周，小文健步如
飞、状如常人。目前，小文已
经痊愈出院。

张国报主任介绍，临床上
细菌侵蚀心脏的情况并不罕
见，容易发生这种情况的高危
人群有两种：一是患者本身有
器质性心脏病，心脏结构不
全；二是自身免疫力低下的
人，如老年人以及一些长期服
用激素类药物、接受过化疗的
特殊人群。如果出现不明原
因的长时间发烧，并且确定不
是由感冒引起的发烧时，要当
心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可能性。

寒冬季节，一些中老年人
膝关节疼痛显著。近日，河南
省中医院骨一病科史栋梁主
任接诊了两例膝关节疼痛病
人：33岁的潘女士左膝关节
疼痛伴活动受限，上下楼梯及
深蹲加重；53岁的刘女士右
膝关节疼痛不适，严重时难以
行走。最终，两人都被诊断为
髌骨（膝盖骨）软骨软化症，是
膝关节骨关节炎的早期表现。

髌骨软骨软化症（中医称

之为“膝痹病”），又称髌骨软
骨病、髌骨劳损，是股髌关节
软骨由于损伤而引起的退行
性病变。髌骨软骨软化症主
要症状，是膝关节髌骨下骨持
续性疼痛，轻重不一，晨起时
僵硬及疼痛明显，一般平地走
路症状不显，在下蹲起立、上
下楼，或远行后疼痛加重，查
体时可触及髌骨摩擦感，髌骨
研磨试验阳性。

髌骨软骨软化症是如何

导致的呢？据史栋梁主任介
绍，髌骨软骨软化症发病主要
是因为关节软骨受损，内因是
关节软骨本身的退变，与年龄
有关，外因是机械性因素对关
节软骨的损伤，如长期劳累、
受寒、外伤等。

预防髌骨软化症主要从
减少对髌骨关节的持续压力
和改善软骨的营养两方面进
行。加强下肢肌肉锻炼，加强
膝关节屈、伸锻炼；防止髌股

关节面持续受压，避免长时间
深蹲以及坐矮板凳；注意保
暖，避免膝关节受寒；合理饮
食，控制体重，减轻下肢负重。

“在治疗方法方面，一般
有点穴、弹拨、捋顺等理筋手
法，针灸治疗，或小针刀松解
加臭氧治疗，及PRP（高浓度
血小板血浆）治疗。这些方法
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单一
或综合使用。”史栋梁主任说。

陈皮温香，药食同源、食
养俱佳，民间有“百年陈皮，
千年人参”的说法，所以很多
人将陈皮看做养生佳品，生
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

中医认为，陈皮是一种
理气药，归脾、肺经，具有理
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可
治疗胸闷气短、腹部胀痛、恶
心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

专家介绍，陈皮分为普
通陈皮和广陈皮。普通陈皮
主产于四川、重庆、福建、浙
江、江西等地。广陈皮是橘
的变种茶枝柑的果皮，产区
主要是广东新会、江门等地，
质量最好。外表深红鲜艳，
内面白色，质柔软，气香，没
有杂质、霉变、病斑等的陈皮
为上乘。

有人将新鲜橘皮直接泡
水喝，其实这样并不可取。
因为新鲜橘皮挥发油含量较
高，性味比较浓烈，还可能残
留保鲜剂和农药等有害物
质，最好不要直接拿来泡水。

陈皮可以用在生活的方
方面面：泡水喝是陈皮最常
用的食用方法，一般取3~10
克冲泡200~300毫升开水，
可多次冲泡饮用，具有理气
开胃、燥湿化痰的作用。也
可以与生姜、梨、大枣、柠檬、
蜂蜜等食材搭配，有丰富口
感的作用。

陈皮还可做香辛料，在
红烧或卤煮荤腥菜品时放入
一些，可起到调味去腥、开胃
燥湿、解腻的效果。

另外，泡澡或泡脚时加
几片陈皮，香气四溢，醒神润
肤，可以起到调节气血的作
用。

要注意的是，气虚体燥、
阴虚燥咳及有实热者慎服。

大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煮茶、做菜、泡脚

陈皮的用法
可不少

大河报迎新年“福星送福”斗墨大赛评选揭晓

各奖项评出，看看有您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附：获奖名单

一等奖（10名）：
攀玉璞 方金婷 付成强 蓝敬斋 刘红旗 时振军 宋英泽
万国庆 王宪章 王永亮
二等奖（20名）：
攀书田 景冠荣 黄英才 李永乐 吕自铮 曹一凡 曾光
耿国正 贺培生 侯中英 贾清平 孔庆云 李福星 刘怀令
刘宗湘 秦希彪 任伟锋 唐建芝 王景英 周全林
三等奖（30名）：
蔡新华 陈守贵 刘继明 孙永贵 王丙辰 程茂建 白贵生
常新有 陈探波 冯源清 高庆洲 黄学勤 黄永安 颉芳伦
琚绍温 李春梅 李书光 李宗敏 罗留金 苗小报 王元成
王智宽 王宗汤 武金兰 岩羊 杨太平 张步青 张茂盛
赵同立 赵运生

细菌“吃掉”24岁小伙的心脏瓣膜
一次性六项复合手术，心脏瓣膜被修复完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朱之韵

关节软骨长期劳累、受寒、外伤

中老年人当心髌骨软骨软化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吴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