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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肝胆专家在唐县义诊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上午，由白求恩
公益基金会、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肝胆专
业委员会主办，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协办
的“红色之旅·白求恩唐县健康公益行”
在唐县中医院举行，此活动得到唐县卫
健局和唐县中医院的大力支持。
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监事长张娟娟带
领国内肝胆外科学界知名专家为唐县群
众义诊，其中包括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
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
学组组长、上海交大附属新华医院全志
伟教授，
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常委、中华
医学会脾脏及门静脉高压学组组长、中
南大学普外科国家重点学科主要学科带
头人杨连粤教授，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

师分会胆道外科医师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
长（兼青委会主委）、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肝
胆专业委员会首届主委、上海交大附属新
华医院汤朝晖教授，河北省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副主委刘建华教授，华西医院上锦分
院肝胆胰微创中心主任彭兵教授，河北大
学附属医院院长程树杰教授，河北大学附
属医院副院长李靖华教授，河北大学附属
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杨季红教授等。
活动现场，群众拿着病历和各种检查
结果前来咨询问诊，
专家们耐心解答，
逐一
给出进一步诊疗建议，
并指导科学用药。
此
外，
专家们还为群众普及健康知识，
对常见
病、多发病的预防进行宣传指导。
唐县中医
院的医务人员说：
“这些大专家以前只是在

专业核心期刊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此次
跟随他们义诊实实在在学到很多诊疗经
验。”专家们纷纷表示，通过义诊为老区群
众健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很有意义。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程树杰表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组织
国内肝胆外科学界知名专家来到国际主义
战士白求恩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唐县，
为老区群众义诊，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
白求恩精神，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义诊后，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肝胆专委
会专家还来到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开展了
高端学术交流研讨。
李健 刘冠楠

“腰间盘突出 椎管狭窄”喜遇奇方 康复不是梦
现代医学已探明，椎间盘突出是颈
腰 椎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慢 慢 退 变 ，椎 体
之间负责缓冲压力的“椎间盘”韧性降
低，脆性增强，在外力作用下，外层发
生破裂而使内容物“髓核”从破裂处突
出，压迫相邻的神经根。髓核向正后方
突 出 ，还 会 压 迫 椎 管 形 成“ 椎 管 狭 窄
症”。

这些病症刚开始的时候常常表现为腰
疼，
慢慢地会沿坐骨神经往下肢放射，
臀部
和腿也会感到疼痛麻木。椎管狭窄严重者
走不了几步路就得停下休息，
常年求治，
结
果令人失望……这时候
“仙草活骨膏”
应运
而生，
在病友中悄悄传开，
很多长期腿脚麻
木的病人用后两三天麻木之处就有疼感，
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舒服。
坚持使用下去，

腰不疼腿不麻，
走路轻松，
让长期为自己忧
心的妻子儿女都感到惊喜。
冬病夏治，买 5 送 1、10 送 4 的特大优
惠！
咨询订购热线：
4442053，
免费送货。
经销地址：火车站南行 50 米路西药
房。
李涛

加快医
院中医药人才
队 伍 建 设 ，提
升中医药服务
能力。5 月 12 日
下 午 ，保 定 市
第一中医院举
行 了“ 保 定 市
第一中医院首
届中医传承拜
师仪式”。
张卓 摄

尿酸偏高怎么办，
专家为您支妙招
近日，小王在陆军第 82 集团军医院
体检时发现尿酸有些偏高。
“我才 32 岁，
尿酸怎么会偏高？”
医生对他说：
“ 尿酸是嘌呤代谢产
物，正常情况下，人体 1/3 的尿酸由食物
而来，2/3 的尿酸由体内合成，尿酸产生
后 1/3 由肠道排出，2/3 由肾脏排出。当
人体尿酸生成和排泄大体相当时才能保
证人体酸碱适中平衡。人体自身平衡机
制会保证尿酸平衡，而嘌呤摄入过多会
造成尿酸堆积，
致使尿酸
‘收支’
不平衡，
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即通常所说的尿

远离疾病困扰

共享健康生活

酸偏高。尿酸在体内堆积过多会在小关
节处沉积，
生成尿酸石，
引发痛风、结石、
肾脏损伤等病症，
还可引起高血脂、高血
糖、动脉硬化等并发症。
”
高尿酸分为无症状尿酸血症、急性
高尿酸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三个阶段。
无症状尿酸血症是血液尿酸增高，但未
出现关节炎、肾结石等临床症状。
急性高
尿酸关节炎是尿酸堆积后在关节处沉积
形成结晶，白细胞吞噬后释放炎性因子
引起急性发作，
导致关节疼痛。
痛风性关
节炎多发生于下肢，发作部位出现红、
肿、热、剧烈疼痛，
多在夜间发作，
使人难
以入睡或惊醒，
不能下床走动。
医生说，
人体尿酸堆积有两个来源：
一是内性嘌呤产生过多；二是外源性嘌
呤摄入过多，主要是饮食中的嘌呤含量

较多从而引起摄入量超标，如动物内脏、紫
菜、香菇、鹅肉、大豆制品、鱼（如凤尾鱼、沙
丁鱼、鱼卵、小虾）等。
尿酸偏高可控可调，通过合理饮食可以
降下来。一是要控制外源性的嘌呤摄入，特
别是动物蛋白的摄入，少吃富含嘌呤的食
物。二是要严格戒酒，尤其是啤酒。啤酒不仅
嘌呤含量较高，而且还能造成体内乳酸堆
积，而乳酪对尿酸排泄有竞争性抑制作用。
三是多喝水增加尿酸排出量。四是多进食碱
性食物，必要时辅以碱性药物如小苏打，以
调节尿酸 PH 值在 6.2 到 6.8 之间。五是嘌呤
具有较高的亲水性，50%的嘌呤可溶于汤
内，所以，吃肉食时可先将肉煮熟，弃汤后再
烹饪。对于高尿酸持续时间较长或已有痛风
发作的患者，
应遵医嘱服药治疗。
陈杰

中医五联特色疗法
让耳聋耳鸣
走向有声世界
近日，河北农业大学医院耳鼻喉科特
邀知名耳鼻喉专家常主任来医院坐诊。据
了解，常主任采用 CR 光合治疗仪、PH 注
射液与中医通窍解毒相结合的五联特色疗
法治疗神经性、突发性、药物中毒性、感染
性耳聋耳鸣，中耳炎、乳突炎、鼓膜穿孔等
耳内疾病。本疗法不住院，随治随走，即日
起所有检查费全免，
治疗费仅收 50%。
预约电话：0312-5308600，地址：老
河北农大西门口北行 100 米路东，市内乘
16、5、36、604 路直接农大下车即到。
张娜

迎难而上男护士
无私奉献践行动

——记保定宝石花东方医院李响
保定宝石花东方医院一直有个传统：
“护士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雷锋用”。医院
手术室男护士李响，20 多岁的大小伙子就
是这样一位“活雷锋”，他先后荣获保定宝
石花东方医院、保定市优秀护士称号。
2021 年 1 月 10 日的石家庄最低气温
零下 6 度。为了塞进小几号的防护服，李响
不得不脱掉羽绒服，开始进行核酸检测，一
干就是 6 个小时。临近年关，李响自告奋勇
赶赴石家庄。出发前他对父母说：
“ 作为一
名护士，紧急时刻要迎难而上，这是我应尽
的义务，也是责任。”父母表示非常支持他
去石家庄抗疫，鼓励他努力完成任务。
一干
就是 5 轮 18 天。
为了节省防护物资，他每次
出任务都反复和社区工作人员确认，
完成核
酸采样任务后再脱防护服，
经常在自己的任
务完成后还协助其他同事，
或者为活动不便
和居家隔离观察的居民入户采集。
虽然这个
春节李响没在家过年，但是一直在疫情防
控前线的他说，
年这么过更有价值。
石家庄抗疫任务完成归来没几天，李
响又投身于医院白内障手术保障任务中，
经常一干就是 10 个小时。有一位老年患者
在家人陪伴下来到手术室门口，因为恐惧
不敢接受手术，一个劲儿要回家，李响陪患
者聊天，给他鼓励，全程一对一专业服务，
从穿一次性手术衣、戴一次性帽子、穿一次
性鞋套开始，亲自动手为老人服务，连点麻
药都一直陪伴，缓解他的紧张情绪，成功做
完手术后又将老人送回家属身边。诸如此
类的情节经常上演，
获得许多夸赞。
南丁格尔说过：
“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
使。”李响践行了这句格言，用他的真诚与
爱心无畏抗击疫情，与千千万万护士一起
护佑人民的健康。
宋巍青

关注“保定健康之约”
健康顾问
常伴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