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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贵阳晚报健康团

第 19 站走进贵阳爱尔眼科医院

两位眼科大咖

为您详解眼健康

参与活动的前 150 名可免费

享受专业眼科基础检查； 报名电

话：400-6303-120

本报讯 5 月 22 日 （下周

二）14 时至 15 时， 贵阳中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贵阳中医二附

院红岩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杨

丹，将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

康热线，针对如何防治面瘫的话

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此次

健康热线， 本报将招募两名患

者，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互动交

流。

据了解，面瘫的出现与人体

面部的神经系统有着一定的关

联，为此，该病又被称为面神经

瘫痪。 这是以面部表情肌群运动

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疾病。 值

得注意的是， 面瘫不仅常见、多

发，而且不受年龄限制，任何年

龄段的群体， 均有可能患上该

病。 而一旦不慎患病，多数患者

会出现口眼歪斜，期间患者甚至

连最基本的抬眉、闭眼、鼓嘴等

动作都无法自如完成。

那引起面瘫的具体原因有

哪些？ 一旦患病而又没有及时接

受科学治疗，该病还会诱发哪些

并发症？ 一般应对面瘫都有哪些

方法？ 中医如何治疗呢？ 在日常

生活中，应该如何预防面瘫？ 自

己按摩治疗可以吗？ 针对此类问

题，5 月 22 日（下周二）14 时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

注“健康森林”（gz-myt）微信

公众号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

并在贵阳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

刊登专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另外， 本报将招募两名患

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流，

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电

话：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王杰）

下周二，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阳中医二附院红岩

医院专家杨丹，将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面瘫如何防 怎么治

●届时，读者可拨打 85811234与专家交流；

●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与专家面对面，报名电话：15885017798

多饮多尿

肾有问题吗

群友：医生您好！ 我今年

24 岁， 现在存在多饮多尿的

情况，但血糖、尿常规检查均

显示正常。请问我这是肾病还

是前列腺有问题，该怎么办？

贵州省肿瘤医院泌尿外

科医师申智勇：诱发多尿的情

况有很多，前列腺和相应的肾

脏疾病，都有可能诱发多尿的

情况。 但就您的描述来看，无

法判断您是否存在上述两种

疾病。因为只是多饮水而出现

多尿，那这是属于机体的正常

表现，即水喝得多，那肯定相

应的排尿量就会多。在此您要

注意，除了多尿以外，是否还

存在其他的不适症状，如阴囊

潮湿、腰骶部酸胀感，以及下

腹部坠胀不适等。

由于病症不详，建议尽早

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以免延

误病情。

患有冠心病

日常咋保养

群友：医生您好！最近我查

出患有冠心病， 虽然我也按医

生要求吃药休息， 但还是感到

心慌、心痛。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

如何治疗，平时该如何锻炼？

贵州省肿瘤医院心内科

医师汪姜涛：一般针对冠心病

患者的防治包含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保持良好的情绪和

睡眠(冠心病很常见，放开思

想)， 低盐低脂饮食， 避免劳

累。 第二、规律服用二级预防

的药物。 第三、完善动态心电

图，

运

动 平

板等相关

检查，没有

问题的话，

可以在医生的

指导下服用抗焦虑药物艾司

唑仑。 第四、备硝酸甘油或救

心丸，随时含服。第五、一般有

氧锻炼、平地步行、太极拳以

及广场舞等都可以作为基本

的锻炼方式。 第六、一旦出现

不适症状，应随时就诊。

本报记者 王杰 整理

日前， 我省首个肛肠专家会

诊平台———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

业委员会名医会诊单位落户贵阳

肛泰肛肠医院。据悉，来自北京二

龙路肛肠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北

京广安门医院、 四川肛肠医院等

三甲医院的 21 名肛肠专家将定

期坐诊贵阳肛泰肛肠医院。

该院负责人表示， 作为省内

首个肛肠专家会诊平台的试点，医

院将坚持“专业医疗、平价收费、

优质服务” 的原则，持续为市民提

供较好的医疗服务。医院特别推出

了“0元查肛肠、90元查胃肠”的

大型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李江

警惕“便血”掩盖下的结直肠癌

市民若出现大便出血、肛门长疙瘩、疼痛、瘙痒等不适，拨打 0851-85558120

即可申请肛肠免费检查

“患有痔疮十多年了，平时便血也没在意，谁能想到竟是肿瘤呢？” 刚拿到检查报告的宋先生感到很

吃惊。据贵阳肛泰肛肠医院特邀专家胡朝富教授介绍，多数人都会将便血归结于痔疮、上火，这种认知有

失偏颇，实际上，肛裂、肛瘘、直肠息肉甚至是结直肠癌，大多数患者的早期典型症状都是便血。

病例一：60 多岁的韩先生便

血多年一直当普通痔疮，难受时

就用痔疮药膏抹抹，症状虽有所

缓解， 但肛门总觉得有异物堵

着， 一次排便用力后有肿物脱

出。 前往医院就诊后，经电子肛

门镜检查，发现韩先生不仅仅是

简单的痔疮问题，还并发陈旧性

肛裂和直肠脱垂。

病例二： 今年 55 岁的王先

生，出现少量便血的情况已经有

半年多了，开始的时候，大便呈

暗红色，量不多，伴有里急后重

的感觉。 后逐渐出现大便次数增

多，偶尔感觉腹胀。 王先生一直

以为自己是得了“痔疮” ，就买了

痔疮膏涂抹， 却一直不见好转。

经肠镜检查后发现其距肛门

3-4cm 处有一不规则肿块， 表面

溃烂，坏死组织较多，进一步病理

检查后确诊为直肠癌。

病例回放丨都是便血 一个是痔疮，一个是肿瘤

警惕丨 6大高危症状 急需检查确诊

据了解，由于自身认知的原

因，导致结直肠癌早期误诊率比

较高，因此容易被忽视。 其最易

与痔疮出血、 息肉出血等相混

淆。

因便血这一相似症状，多数

患者检查到“痔” 就不再做进一

步治疗， 直肠内发生的癌前病

变，如息肉、溃疡等也因此被忽

视。

胡朝富教授强调，如出现以

下症状，请务必重视，尤其是 35

岁以上人群：

1.排便习惯改变。 之前排便

很规律，最近拉肚子或便秘的情

况却十分频繁。

2.长期便秘。 表现为大便困

难或粪便变细，且有排不尽感。

3.腹泻。 水性粪便有时还混

杂着血液。

4.肛门疼痛或瘙痒。

5.肛门肿物脱出。

6.便血。 这是大肠癌早期的

首要症状。

福利丨打电话即可申请 “0元查肛肠、90元查胃肠”

胡朝富，主任医师，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 肛肠名老专家，

原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胃肠病委

员会委员，原贵阳中医一附院名

老中医。

指导专家

健康热线

0851-85558120

春末夏初，一些中老年朋友容易患上尿

路感染。 尿感发作较频的患者，可取金银花、

鱼腥草、车前草各 10 克，土茯苓 15 克，开水

浸泡 30 分钟，每日多次服用；或取苦参、金

银花、蒲公英、鱼腥草、败酱草、黄柏各 30

克，水煎，外浴会阴部。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李智刚

尿路感染

试试这个方子

健康团医生

答群友问

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器官移植中心何晓顺教授团

队成功实施全球首例“无缺血”

肾移植术，实现移植器官血液全

程不断流。 这是该团队自去年 7

月实施全球首例“无缺血” 肝移

植手术后，首次把该首创技术应

用到肾移植领域，未来还有望应

用于心、肺等器官移植，真正实

现器官从“冷移植” 到“热移

植”时代的转变。

“无缺血” 移植技术让肾脏

避免了传统肾移植因器官获取

时血流中断、器官冷保存及植入

后再灌注等带来的严重损伤，大

大降低了术后并发症和后续免

疫反应发生的风险。自 2017年 7

月至今，何晓顺教授团队已成功

实施 15 例肝移植且全部获得成

功。 《南方都市报》

心肺肾有望

实现“热移植”

医学前沿

扫描二维码， 关注

“健康森林” 微信公众

号，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本报讯 5月 18日上午 9点， 贵阳晚报

健康团第 19 站活动将带您走进贵阳爱尔眼

科医院学术交流中心 （二楼大会议室），与

来自贵阳爱尔眼科医院的陈晓钟院长和白

内障科刘诚主任， 共话《关注眼健康 明眸

“晶” 传递》为主题的大型中老年眼健康专

题讲座。 届时，参加此次活动的患者还有机

会参与现场义诊。

据了解， 此次活动专家将针对白内障、

青光眼、眼底病等中老年人常见眼病进行详

细全面的讲解。 而参与此次活动的前 150名

患者， 不仅可免费享受专业眼科基础检查，

而且还能领取到眼部基础检查卡三张及精

美礼品一份。

此外，凡在此次活动中持有眼健康检查

卡者，可在贵阳爱尔眼科医院免费享受视力

检查、非接触式眼压检查、裂隙灯检查等专

业眼科基础检查。 有意参加者，可直接到贵

阳爱尔眼科医院 （南明区市南路 101 号），

或拨打 400-6303-120进行报名。

（本报记者 王杰）

◎专家简介

陈晓钟，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院长， 主任医

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省医师协会常务

理事、贵州省眼科学会常委、眼底病权威专家。

先后担任解放军第 44 医院眼科主任，

成都军区眼科中心主任，贵阳市眼科学会主

任委员，贵州省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解放

军全军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欧洲白内障屈

光协会会员。 从事眼科诊疗与研究近 30年，

擅长眼底病玻切手术、白内障、眼外伤、复杂

性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屈光不正、眼部整

形等各种疑难病症的手术诊治，先后为数万

白内障患者、复杂性眼外伤、玻璃体视网膜

疾病者成功施行了手术，是中国开展 ICL 手

术较多的手术医师之一。

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及医疗成果奖四项、

国家专利多项，2007 年的中国“十大健康卫

士” 、 省扶贫先进个人及省劳动模范等光荣

称号。 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四

等奖 2项； 第四军医大学医疗成果二等奖 1

项；贵州省医疗成果二等奖一项；国家专利

一项；解放军三等功臣；贵阳市扶残助残先

进个人；贵州省扶贫先进个人；贵州省劳动

模范。

刘诚，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

任，毕业于遵义医学院，从事眼科专业

临床工作 20 余年，完成上万例白内障

手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擅长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手

术、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葡

萄膜炎并发白内障手术、晶

体不全脱位白内障手术及

人工晶体缝合固定术等复

杂性白内障手术。 长期参加

全国及省内眼科学术交流，

发表多篇专业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