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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元敏 记者 曹礼芹）“一
二一、左右左！”“稳住，稳住！”“来来来，
走起！”近日，市中医医院举办“运动悦
身心”趣味运动比赛，同时也拉开了该
院“家和有新风”主题文化月的帷幕。

文化兴院是市中医医院的发展战
略，“家和”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文化月由医院精神文化办牵头，联合
工会、女工委、宣传科、团支部等部门，
将团队协作、爱岗敬业、大雁精神、人

本情怀等文化理念贯穿其中，鼓励员
工和家属参与其中，以多种形式，承载
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培育更优秀的团
队，打造更响亮的医院品牌。

据悉，文化月将开展启动全国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我手展我心”手工
展示、“员工风采秀”评选、“牵手”主
题摄影比赛、“爱院爱家 我手写我心”
主题征文比赛和医院创文创卫征文比
赛等活动。

临床资料表明，春天是精神障碍复发极高
的时期。因为随着春季日照的延长，空气的电
离程度高，人体内分泌激素和神经递质都会发
生相应变化。同时，春天的气温波动较大，气
压又较低，加上阴雨连绵，容易引发抑郁、焦
躁、烦闷等情绪。

以下几点有助于获得好心情：

建议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出去晒晒太阳、踏
踏青等来舒缓自身情绪。

保证充足、规律的睡眠，睡前可以用热水
泡脚。

已经患有抑郁等心理障碍的人群，必须按
时服药，切勿擅自停药或减药。

据新华网

中药熬出来后，会剩下一大堆的中药渣，直接
倒掉有点可惜。医生提示，一些中药内服处方采
用熏洗、外敷、烫熨等中药外治法，让药性从皮肤
渗透，也可达到外治的效果。

“以糖尿病患者常服的中药为例，患者就可将
这些中药残渣用来泡脚。”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药学部药师夏婕妤说，用温水浸泡的中药渣泡脚，
能促进血液循环。接受药渣轻微的物理刺激，可
以起到舒活经络、温暖全身、促进睡眠的作用。

“同时，糖尿病患者使用中药渣泡脚，还可缓
解糖尿病引起的皮肤干裂、血液循环不畅、脚痛脚
麻等并发症。”夏婕妤介绍。

医生提示，如果中药内服处方是治疗睡眠方
面问题的，最适用的外用方法是做药枕。对患有

失眠或睡眠质量不佳等症状，且对中药不过敏的
患者，可将煎煮过后的药渣晾晒干后，加干陈皮，
用纱布包起，做成枕头或放在枕头下面，能起到安
神助眠的作用。

中药内服处方外用妙处多，但也有需要注意
的地方：首先，外用治疗时间不宜太长。熏洗、热
敷、泡脚时间以 15—20 分钟为宜。需要注意的
是，皮肤过敏、有伤口的人群不可用。

其次，泡脚足疗不要选用金属盆。“中药泡脚、
熏洗最好用木盆、搪瓷盆，别用金属盆。因为金属
化学成分不稳定，容易与中药中的鞣酸发生反应，
生成鞣酸铁等有害物质。”夏婕妤说，药渣泡脚后，
应用清水洗净，避免中药药液色素沉留。

据新华社

本报讯（黄惠）3 月 10 日，乐至县
人民医院举办第 13 届“世界肾脏病
日”暨肾友会健康知识讲座，肾病患者
及患者家属 70余人参加。

乐至县人民医院肾病科主任李刚
利用 ppt图文并茂详细阐述了《血管通
路的护理》《透析患者饮食管理》《疗程
化灌流临床意义》等方面知识，就血液
透析维持性治疗的意义、每月灌流次
数、如何预防内瘘发炎、血管通路的种
类及每天钾的摄入量等方面的健康知
识进行细致讲解，并现场与患者交流，
鼓励他们战胜病魔。同时，李刚还提

醒，普通人群要保护好自己的肾脏，健
康饮食、规律作息、合理锻炼、减轻压
力；多喝水，减少糖的摄入量；如果出
现尿中带血，尿液呈红色、尿液中出现
泡沫增多且不易消退，尿蛋白增多等
症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到医
院就诊，发现问题尽早治疗。

为让市民提高对肾脏疾病的认
识，该院肾内科每年在世界肾脏病日
都要开展一系列义诊和讲座活动，普
及肾脏病相关的医学科学知识，倡导
健康的生活方式，给予肾脏病患者更
多的关爱。

乐至县人民医院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关爱肾脏健康

专家提醒，谨防把青光眼当成近视矫正，延误
治疗时机，建议最好到专业眼科医院验光配镜，及
时发现眼疾。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青光眼科门诊近日接诊了
一位 15岁的女孩。因为一直把青光眼当成近视矫
正，她从 11岁开始就戴起近视眼镜，但是每次不到
两三个月便觉得不清楚，只好每隔几个月去眼镜
店换新眼镜，但不管如何换镜，她的视力都矫正不
到正常的视力。

在当地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病人原来是得
了青光眼。只能看见眼前近距离物体的她被诊断
为双眼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需要通过手术控制
眼压，但丧失的视力已无法挽回。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吴作红介
绍，这个病例属于青少年型青光眼，这是 3岁以后
至成年早期发病的先天性青光眼。因为患者多是
在校学生，出现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很容易被误认
为是近视。部分家长和患儿认识不足，往往贪图
方便在眼镜店里配副眼镜了事。

吴作红建议，全社会要提高对青光眼的认识，积
极进行青光眼筛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避免
延误治疗，减少青光眼性视觉功能损伤。 据新华网

本报讯（陈小庆 记者 曹礼芹）“手
术刚做了一天，我就可下地走了，真的
没想到！”3月 2日，在市中医医院骨伤
一科病房内，46 岁的患者鲁志国握着
医生的手不停地表达感激：“之前家人
还担心伤筋动骨 100天，手术过后肯定
要恼火几天，结果现在晚上睡觉香，没
有痛的感觉，太谢谢你们啦！”

鲁志国两个月前左侧大腿到脚趾
麻木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平躺也不
行，整夜整夜失眠，到后来走路都成了
问题。在亲友的推荐下，鲁志国来到
市中医医院骨科，经检查，其腰 4-5椎
间盘已向后方脱出约 1.2*0.8cm，硬脊
膜囊及双侧神经根明显受压，这是典
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手术。

2月 27日，该院骨伤一科主任吴岗
对鲁志国进行椎间孔内镜手术，手术
非常顺利。术后鲁志国即感左下肢胀
痛感明显减轻，麻木感减轻，能平卧
了。术后 1 天，肌力明显好转，能自行
下床活动，夜间睡眠好转。

据介绍，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较
为常见的病症，主要表现腰痛、下肢放
射痛，部分患者大小便障碍甚至失禁，
重者可能造成瘫痪。目前治疗方案有3

种：一是椎板开窗椎间盘髓核摘除术。
其次是椎板切除+椎间盘髓核摘除；另
外就是微创新技术——椎间孔镜下椎
间盘髓核摘除术。椎间孔镜具备明显优
点，仅需从病人背部做5-7毫米微小切
口,在局麻下完成手术，一般仅需1到2个
小时，痛感小，不影响脊柱稳定性，不会
对骨质造成损伤，复发率相应减低；手术
不影响进食，一般情况下术后 2小时可
下床，一周后基本恢复，费用相对降低，
患者心理和经济压力小；同时这一微创
手术视野清楚，加之采用双极射频等止
血器械，术中几乎不出血，极大程度上改
变骨科手术“伤筋动骨”的传统印象。

据悉，椎间孔镜术，目前在雁江辖区
内仅在该院骨伤一科开展。吴岗提醒，
腰椎间盘突出症重在预防，平时要有良
好的坐姿，睡觉的床不宜太软，工作者要
注意桌、椅高度，定期改变姿势；工作中
需要常弯腰动作者，应定时伸腰、挺胸活
动，并使用宽的腰带；应加强腰背肌训
练，增加脊柱的内在稳定性；长期使用腰
围者，尤其需要注意腰背肌锻炼，以防止
失用性肌肉萎缩带来不良后果；如需弯
腰取物，最好采用屈髋、屈膝下蹲方式，
减少对腰椎间盘后方的压力。

“家和有新风”主题文化月启动

椎间孔镜术解除腰椎间盘突出

本报讯（记者 曹礼芹）3月 12日，患
者廖某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资阳医院·市
人民医院自体输血400毫升用于自己的
手术治疗，获得成功。这也是该院继2013
年 7月成功实施第一例自体储存式输血
技术后出现的第二例自体输血病例。

廖某 32 岁，属 A 型 Rh(D)阴性血
（俗称熊猫血），因检查出胰腺占位，需
进行手术，拟备血 800 毫升。为了减轻
患者手术费用负担，提高输血治疗的效
果和安全性，依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医院积极引导患
者进行自体输血。征得廖某及其家属

同意，签订了《储存式自体治疗知情同
意书》，并于 3月 8日进行了采血。

“自体输血”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采
集患者自身的血液或血液成分，经保存
和处理后，当患者手术或紧急情况需要
时回输给患者的一种输血方法。据市人
民医院输血科主任周文介绍，临床上输
血原则尽量少输血，能不输就不输。输
血存在一定风险，异体输血有不良输血
反应和可能发生经血液传播疾病，自体
输血就避免了这风险。该院积极引导符
合条件的患者自体输血，不仅提高了血
液利用价值，也更有利于节约用血。

市人民医院

再次成功实施“熊猫血”患者
自体储存式输血技术 天气渐暖

要注意躲过这4种“开春病”

创建卫生城市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时断时
续的春雨，伴随着逐渐
转暖的天气，人体各项
机能也开始从寒冬慢
慢苏醒。

不过，乍暖还寒
时，最难将息。各种“开
春病”随之而来，一些
体质较弱的人群甚至
比冬季还易生病。今天
专家针对“开春病”为
大家支招。

心脑血管疾病

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由于天气
多变，时暖时寒，加上此时人体的免疫力相对低
下，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趁机而入、侵袭人
体，特别容易引起流感、流脑、流腮等呼吸道传染
病。同时，随着气温升高，手足口病等传染病也
逐渐抬头。若平时不注意锻炼，再加上室内空气
不流通，很容易发生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注意以下几点尤为关键：
对患者应及早隔离治疗。

减少或避免到人多的场所，与患者接触时
应戴口罩。

室内做好常通风，保持空气清新，可用食
醋进行密闭熏蒸。

做好患者呼吸道分泌物、用具、衣被的消
毒，可用漂白粉澄清液或过氧乙酸喷洒，或食
醋熏蒸。

注意保暖，注意增减衣服，适当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南方春季大多阴雨连绵，而湿冷恰恰是骨
关节病的诱因。老人冬季注重保暖，但开春却
容易疏忽，造成骨关节病复发或加重。

预防春季骨关节病发作，要做到以下几
点：

做好防 寒 保 暖 ，必 要 时 可 以 戴 护 膝 、

护腕。
适当锻炼，建议做温和、持久的运动，快走

和慢跑等，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前应充分热身。
在饮食中还可以多摄取一些含钙、维生素

丰富的食物，可减缓骨质疏松，减少骨关节疼
痛的发生。

春季随着天气转暖，人们的户外活动增多，
心肌耗氧量也随之增加。老年人自身免疫功能
下降，遭受风寒侵袭和细菌感染的机会也随之
增多，容易发生感冒、发烧、肺部感染等呼吸系
统的疾病，而这些疾病都有可能诱发或加重心
血管疾病。温差较大，对血管收缩、舒张的调节
要求较高，因此，心脑血管病便如高血压、冠心
病、心肌梗死、脑中风等在春季更容易发作。

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居室保持

适宜的温度，避免忽冷忽热，减少血压波动及

心绞痛发作。
适当体育锻炼，增强心脏活动耐量，但活

动量应因人而异，雾霾天应避免室外活动。
清淡饮食，选择低盐、低脂、高纤维素饮

食，保持排便通畅（春天易上火加剧便秘，用力
排便也是心绞痛的一大诱因）。

注意居室通风，避免呼吸道感染等情况
发生。

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人，不能随意停药，
出门时要随身携带急救药物。一旦发生胸闷、
胸痛等不适症状，应及时就诊。

呼吸道疾病

骨关节病

谨防把青光眼
当近视矫正

精神障碍

中药渣别急着倒掉
还有外治妙用

医生提示 专家提醒

市中医医院

讲
座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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