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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健康

近日，焦煤集团中央医院
神经内科二区医护人员转发
在微信朋友圈的一个视频火
了。视频中，该院副院长范波
胜与该科医护人员一起捧着
鲜花、推着蛋糕、唱着生日
歌，走进病房，为一位胸前挂
满军功章的老人庆祝百岁生
日。这位老人是谁，为啥挂满
军功章？就此，记者近日走进
焦煤集团中央医院进行了采
访。

“这位老人叫李瑞，是焦
煤集团的离休干部，也是一名
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老兵，战功显赫。所以，在他
过百岁大寿时，胸前挂满了军
功章。对于这样一位革命前
辈，我们医院医护人员非常崇
敬。”范波胜说。

据介绍，老人1921年 10
月 15日出生于山西省，与党
同岁。曾进修于抗大，除了
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游击战和侦察任务外，他
主要的工作在兵工厂。解放

后，他来到焦作负责焦作电
厂建设，后来调到焦煤集团
工作，在煤矿及矿务局系统
学校任职。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人
过这个百岁生日，也是该科医
生与老人的一个“美好的约
定”。原来，17年前，老人因
脑干梗死命悬一线，在该科的
全力救治下奇迹生还。后来，
老人成为该科的老病号。

“这些年来，我和同事们
一直鼓励老人，说他一定能活
到100岁。”该科主任陈东运
说。

陈东运的说法，也在老人
的笔记本中得到印证。在老
人注明为 2018 年 7 月 20 日
的笔记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
段话：医生说，你是一个长寿
人，能活100岁以上。

前一段时间，老人入院治
疗办理手续时，陈东运发现他
的生日快到了，于是决定兑现
对老人能活百岁的美好约定，
为老人举办一场意义特殊的

百岁大寿。
“没有想到，我们科室护

士小佳用手机拍了视频发在
微信朋友圈，不少人看到后进
行了转发，引发了拥军拥属、
崇敬英雄、关爱功臣的热潮，
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应。”
陈东运兴奋地说。

走进病房，记者眼前这位
百岁老人一直躺在床上，无法
下床活动。陈东运解释，因为
之前脑梗死及心肺功能减退，
老人躺得太久了，下床有些困
难。

由于耳背，老人与外人交
流有点吃力。但是，他头脑十
分清晰，眼睛好使。遇到语言
交流障碍时，家人能通过写字
来交流。

老人家人说，老人之所以
长命百岁，与其良好的心态有
关。即便生病住院，老人依然
保持读书看报的习惯。在其
床头，仍摆放着《毛泽东传》
《毛泽东诗词鉴赏》等书籍和
一份份报纸。遇到一些国内

外大事，他还在本上抄录或以
诗歌的形式抒发其心情和看
法。对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
势，老人十分关心，一旦报纸
拿来晚了，他还催着家人尽快
将家中所订报纸拿到医院来
看。

就在医护人员为其庆祝
百岁生日后，他写下这样一段
文字：首先感谢院领导、科室
主任。建党百年树伟业，喜度
百岁好容颜。伟大光荣正确
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
荣幸福的中国人民万岁！

拥军拥属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为挂满军功章的老
人庆祝百岁生日这温馨的一
幕，只是焦煤集团中央医院开
展优质服务的一个缩影。多
年来，该院以病人为中心，积
极开展优质服务，充分体现人
文关怀……点点滴滴的暖心
服务，如温暖的阳光照进病
房，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构建了和谐的医患关
系。

日前，一位患者致电本版
热线，说自己腿窝的地方有一
个肿块，稍微按压就很疼痛，有
的医生说需要做个小手术，可
是自己觉得没有必要，想问问
中医有什么治疗方法。为此，
记者走访了市中医院康复一区
医生杨银凯。

杨银凯说，这个患者所说
的位置也称为腘窝，从症状上
看属于腘窝囊肿，是腘窝深部
滑囊肿大或膝关节滑膜囊向后
膨出的统称，能引起膝后部疼
痛和发胀，并可触及有弹性的
软组织肿块。在临床表现上，
往往半月板损伤、关节退行性
改变、骨性关节炎、滑膜炎及滑
膜增生、髌骨软化等膝关节内
病变可使关节积液增多，从而
造成膝关节囊内高压，流入腘
窝囊内的液体剧增，导致囊肿
形成。

杨银凯介绍，目前，腘窝囊
肿的西医治疗主要有硬化剂注
射法、超声引导下皮质醇关
节腔内注射和囊内注射等。
此外还有手术切除，但开放
手术切口大，恢复时间长，且
易发生瘢痕粘连。这些治疗
手段，都可以使症状消失。
但是，腘窝囊与膝关节囊之
间的单向通道依然存在，关
节液仍可流入，故存在一定
的复发几率。从中医上说，
腘窝囊肿应属于“筋瘤”范
畴，多因筋脉损伤或肝失疏
泄，多因怒动肝火，血燥筋挛
所致，或因久立负重而发。
也有人认为，腘窝正是委中
穴的位置，属于足太阳膀胱
经，如果下肢经脉受损，气机
运行不畅，瘀积不通，也容易
形成囊肿。临床上，如果患
者自觉腘窝处憋胀不适，活

动后减轻，属于气机郁滞之
象。若肝失疏泄，气滞则津
停，容易生痰饮水湿等病理
产物，引起瘰疬、痰核、瘤、乳
癖、水肿、臌胀等病征。再加
上患者舌淡苔薄白，舌有齿
印，脉弦细，基本上是脾虚、肝
郁无疑。

杨银凯进一步解释，中医
内治上，《外科正宗瘿瘤论》
说：“夫人生瘿瘤之症，非阴阳
正气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
痰滞而成……通治瘿瘤初起，
元气实者，海藻玉壶汤。”方中
海藻咸寒，能治瘿瘤初起，痰
湿凝滞，气血瘀阻，体表结块，
或肿或硬，或赤不赤，能软坚
散结，泄热消痰。还有柴胡疏
肝散，主治肝气郁滞，方中柴
胡辛行苦泄，性善条达肝气，
能疏肝解郁；川芎为“血中气
药”，既能活血化瘀，又能行气

通滞；特别是白芥子能治痰湿
流注经络，元代著名医学家朱
丹溪说：“痰在胁下及皮里膜
外者，非白芥子不能达。”清代
医家王洪绪也说：“皮里膜外
阴寒痰，非此不消。”

中医外治上，腘窝囊肿基
本上与半月板损伤、关节退行
性改变、骨性关节炎、滑膜炎
及滑膜增生、髌骨软化等疾病
的治理一样，针刺、按摩、艾
灸、热敷等，都有很好的效
果。总之，中老年人腘窝囊肿
发病率还是较高的，大家一方
面要加强下肢运动，但也要避
免高强度锻炼，防止关节损
伤。如果有膝关节疾病的患
者在日常生活和运动中，还可
以使用护膝等保护膝关节，或
运动后热敷舒缓关节疼痛，并
要注意日常饮食均衡。

现在，大家都知道，想要身
体健康，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一
条。但是，国人食物多样，每一
种食物的营养成分千差万别，如
何才能使自己每日摄取的营养
都能够达标呢？日前，记者专门
走访了市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
师许天辰。她告诉记者，想要营
养均衡，不妨每天来点“彩虹
餐”。

许天辰说，人们每天吃的食
物，颜色五彩斑斓，有绿油油的
菠菜、紫色的茄子、红色的火龙
果、彩色的辣椒等，这些不同的
色彩除了能够增加食物“颜值”

外，也与各自所含的营养素密切
相关。而食物之所以呈现多种
色彩，一般因为其本身含有的天
然色素。比如蓝莓、紫薯、桑葚、
黑枸杞、葡萄、紫甘蓝中富含有
花青素，这些食物颜色为蓝紫
色；胡萝卜、橙子、橘子、杧果等
富含类胡萝卜素，食物颜色为橙
色。而富含番茄红素、叶黄素、
玉米黄素的食物，则会呈现黄
色；而黑豆、黑芝麻、黑木耳等黑
色食物，则含有较多的铁元素；
还有菠菜、韭菜等大多数叶菜类
则呈现绿色，说明含有绿色色素
叶绿素。

许天辰介绍，《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2016）》中对食物“多
样”的建议是，每天摄入食物的
种类达到12种以上，每周达到
25种以上。一般讲，早餐四五
个种类；午餐五六个种类；晚餐
四五个种类，零食两个种类。按
照种类，人们常吃的食物大致可
以分为五大类：一是谷薯类，如
米、面、杂粮、红薯等，主要提供
的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膳食纤维和B族维生素。二
是肉蛋类，一般多是动物性食
物，如鸡、鸭、鱼、蛋等，主要提供
的营养素是蛋白质、脂肪、矿物

质和维生素。三是豆类、豆制品
及坚果，如黄豆、蚕豆、绿豆、核
桃、榛子等，主要提供蛋白质、脂
肪、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
素。四是蔬菜和水果，如根茎类
蔬菜、叶菜、苹果等，主要提供的
营养素是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
生素。最后一种，营养素比较单
一，像纯热能食品和盐，如烹调
用油和食用盐。一般建议每天
的膳食都要包括这五类食物。

许天辰强调，目前，已经有
研究证明，富含番茄红素等红黄
色食物具有抗氧化功能，有益心
血管健康；富含花青素的蓝紫色

食物有助于调节血脂、降低同型
半胱氨酸水平，进而改善心脏功
能。每种食物提供的营养素不
完全一样，任何一种天然的食物
都不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全部
营养素。食物多样，顾名思义就
是建议人们在日常摄食中尽可
能选择不同的食物品种，不要长
期摄取单一或者较少的几种食
物，以保证膳食结构的合理性和
平衡性。因此，每日饮食在覆盖
五大类食物的同时，也应该兼顾
选择“七彩”食物，丰富膳食食物
组成的颜色，合理搭配食物种
类，获得全面均衡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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