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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赵兴华：

慢性前列腺炎能治好吗？

关注“心灵感冒”
□王美红

21 世纪，人们把抑郁症比
喻为“心灵感冒”。它是一种常
见的心理疾病，发病率较高。目
前，不少人还认为抑郁症不是心
理疾病。其实，抑郁症与糖尿
病、冠心病、高血压病等一样，也
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

究竟什么是抑郁症？抑郁
症是各种原因引起的以心情低
落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精神障
碍。该病为高自残病，也是高复
发病、高死亡病。该病主要表现
为情绪低落、悲观、失望、精力减
退、兴趣下降、持续性疲乏，即使
不做事也常常觉得疲劳，不想活

动，思维迟缓，缺乏主动性，自责
自罪，感到对不起家人，常伴随
紧张不安，失眠早醒，体重下降，
担心自己患有各种疾病，感到全
身多处不适，是一种会影响全身
健康的慢性疾病。严重时，患者
会经常想到死亡，甚至有自杀行
为，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幻觉和
妄想。研究表明，抑郁障碍是最
常见、最重要的与自杀关系密切
的精神疾患，绝大多数自杀患者
在自杀前有抑郁症状存在，其中
约 60％的患者可诊断为抑郁
症。

那么，如何及时发现抑郁

症的早期信号呢？若有睡眠障
碍，尤其是入睡困难和早醒，或
身体不适但医生又检查不出具
体病因时，就要注意了。患者
经常感到头部闷痛、胸闷憋气、
胃肠不适、肢体疼痛乏力等，反
复就诊于神经内科、消化科、骨
科等。

笔者曾经接诊过一位50岁
的男性患者。他痛苦地对我说：

“医生，请救救我吧，除了妇产
科，我什么科都看过了”情绪波
动较大。患者出现情绪失控，看
什么都不顺眼，经常因小事而发
火，过后又后悔，反应变得迟钝，

记忆力下降，行动迟缓，工作效
率下降等。

如果发现自己有郁闷情绪
挥之不去的症状，且超过两周，
并且明显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或出现自杀念头或自伤行为，则

应引起注意，可以到医院就诊检
查是否得了抑郁症。抑郁症是
完全可以进行早期识别并且成
功治愈的疾病。

（作者供职于驻马店市精神
病医院）

验案举隅

赵兴华，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任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中国性学会
中部专家分会副会长，河南省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副主任
委员，河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
医学会器官移植专科分会委员，河南省泌尿系结石诊治
中心副主任，中国泌尿系结石联盟华南基地河南中心副
主任。

子宫恶性肿瘤术后案例
这是杨兆林治疗的一位子宫恶性肿瘤术

后康复患者，现 65 岁。患者两年前因子宫恶
性肌瘤进行手术后，医生要求患者继续化疗。
化疗一个疗程后，患者反应太大，身体虚弱，加
上家属不愿让其继续化疗，来医院寻求中医治
疗。

刻诊：患者身体瘦小，疲乏无力，走几步就
气喘吁吁，心慌汗出，纳差，便溏，失眠，舌淡苔
白，脉沉弱无力；原有腹水、腹胀，经西医处理
后腹水较少。

一诊：老年肿瘤患者，手术后大伤元气，经
化疗后身体极度虚弱，此时属于严重虚劳病，
万不可再行攻伐之策。

药方：人参 15 克，黄芪 15 克，灵芝 20 克，
茯苓 30 克，猪苓 20 克，炒白术 20 克，陈皮 15
克，当归 10 克，桂枝 10 克，炮附子 10 克，山萸
肉30克，生姜6克，大枣5克，炙甘草10克。共
20剂，水煎服。

二诊：患者身体稍微比以前好一点，稍微
有些力气了，出汗也减少了，小便量增多，腹胀
消失，大便也没有以前溏了。

药方：党参 15 克，黄芪 15 克，灵芝 20 克，
茯苓 20 克，猪苓 15 克，炒白术 20 克，陈皮 10
克，当归 10 克，桂枝 10 克，炮附子 10 克，山萸
肉20克，生姜6克，大枣5枚，炙甘草10克。共
30剂，水煎服。

三诊：患者精神明显好转，可以自己轻松
地走进诊室，说话声音也比以前大，很少再出
汗，食欲逐渐恢复正常，生活基本可以自理。
继续中药康复治疗。

患者逐步康复后，根据身体状况，在总体
扶正气的基础上，加服麝甲消瘤丸，每天 1
丸。经过半年治疗，患者现在基本生活恢复
正常。

按：老年肿瘤患者经过手术和化疗后，身
体呈虚劳之势，万不可攻伐。需要扶正气，待
后期身体恢复后，再根据患者病情使用麝甲消
瘤丸，以补为主，效果佳。

肺癌案例
患者，男，82岁，近3个月来间断咯痰、咳嗽，每天咯白色黏痰

较多，无吸烟史。患者在当地诊所输液治疗无效，来到笔者所在
医院检查治疗。

患者在检查后被确诊为非小细胞癌。因患者年龄大，医院不
建议手术治疗，首选维持治疗。经介绍，患者来笔者处治疗。

刻诊：患者消瘦，咳嗽，咯白黏痰，咽部有异物，咽痒时会咳
嗽，流清涕，饮食可，大小便正常，舌淡苔白，脉弱无力。

一诊：患者高龄，未手术和化疗，身体状况尚可。现以治疗痰
咳为主，兼整体调节即可。

药方：半夏15克，厚朴12克，紫苏7克，茯苓15克，紫菀15克，
冬花15克，干姜10克，五味子10克，橘红15克，生姜10克，麝甲消
瘤丸1丸。共10剂，水煎服。

二诊：患者咯痰减少，咳嗽较一诊明显好转。
药方：党参15克，灵芝20克，半夏15克，厚朴10克，紫苏7克，

茯苓15克，紫菀15克，冬花15克，干姜10克，橘红15克，生姜10
克，麝甲消瘤丸1丸。共30剂，水煎服。

后来随访，患者咳嗽、咯痰基本好转，身体无明显病状，现巩
固治疗中。

按：患者高龄，未经过手术和化疗，正气未有太大损伤，在常
规治疗的基础上，提前加服麝甲消瘤丸，康复更快。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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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痛又称胃脘痛，是由于胃气阻
滞，胃络瘀阻，胃失所养，不通则痛导
致的以上腹胃脘部发生疼痛为主症
的一种脾胃肠病证。

该病与西医学中的急性胃炎，慢
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痉挛、胃下
垂、胃黏膜脱垂症、胃神经官能症等
疾病相类似。

中医疗法治胃痛

雷火灸法

处方：雷火灸条一两根。
方法与主治：取神阙穴、足三里（双）

穴、中脘穴。患者取仰卧位，露出腹部。
取雷火灸条，点燃雷火灸条，在上述穴位
距离皮肤两三厘米处施温和灸，每穴5~
10分钟，灸至皮肤发红且患者可忍受为
度，每次 30 分钟，每天 1 次，10 天为 1 个
疗程。治疗虚寒型胃痛。

注意事项：若施灸时间过长，皮肤出
现发黑现象，可停灸。停灸后会自然减
退。

穴位敷贴法

处方：白胡椒50克，白芥子50克，延
胡索 50 克，细辛 50 克，甘遂 50 克，蕲艾
50克。

方法与主治：上药磨成细粉，过200
目筛，加入新鲜老生姜的姜汁混合调匀，
质地干湿适中，装入瓶中，低温保存。将
药物压成直径约1厘米、厚0.25厘米的圆
柱形小药饼，用胶布固定在神阙穴，左右
天枢穴、中脘穴、关元穴处，每次贴三四
小时取下，每5天贴敷1次，1个疗程共5
次。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

注意事项：患者敷贴当天不宜游泳
和洗冷水浴，可以洗温水澡。贴药当天
应忌食生冷食物及海鲜、牛肉、蘑菇等易
发食物。治疗过程中饮食应以温、软、
淡、素、鲜为宜，戒烟酒、浓茶、咖啡。忌
刺激性食物及过冷、过烫、过硬、辛辣肥
甘和塞阻气机的甘薯、土豆等食物。

灌肠法

处方：大黄10克（后下），肉桂6克，
吴茱萸10克，黄连10克，白芍30克，乌梅
20克，枳实15克，乌药20克。

方法与主治：上药煎取200毫升，用
导尿管经肛门灌入，保留灌肠 40~60 分
钟，每天1次，7天为1个疗程，疗程间隔3
天，一般需一两个疗程。主治阴虚、血瘀
型胃痛。

穴位注射法

处方：当归注射液。
方法与主治：取足三里穴（双侧）。

患者取仰卧位，部位常规消毒后，用5毫
升一次性无菌注射器抽取当归注射液，
在所选取的穴位处进行注射。回抽无血
后，每个穴位注射0.5毫升当归注射液，3
天治疗1次，7次为1个疗程。治疗瘀血
型胃痛。

敷脐法

处方：麝香暖脐膏。当归、白芷、乌
药、小茴香、大茴香、香附各4克，木香2
克，乳香、没药、丁香、肉桂、沉香各1克，
麝香0.15克。

方法与主治：用时将药膏烘热，敷于
神阙穴，1天两次，痛止即停用。主治寒
性胃痛及虚寒型胃痛、气滞型胃痛。

兜肚法

处方一：三棱、莪术各15克，艾叶45
克，肉桂、木香、草果、丁香各10克，水仙
子、红花各15克，良姜12克，砂仁6克。

处方二：荜拨、干姜各 15 克，甘松、
山柰、细辛、肉桂、吴茱萸、白芷各10克，
大茴香6克，艾叶30克。

方法与主治：上方诸药研细末，取柔
软棉布 40 厘米，折成 20 厘米见方的布
兜，内铺一薄层棉花。将药均匀撒上，外
层加一块塑料薄膜，然后用线密缝好，防
止药末堆积和漏出，日夜兜在胃脘部。
一般于立冬开始，至来年春分除去。药

芯一两个月换一次。
方一适用于瘀血型胃痛；方二适用

于脾胃虚寒型胃痛。
注意事项：药兜内层必须紧贴胃脘

部皮肤，治疗期间忌食生冷、瓜果、油腻
之品。

经验之谈经验之谈

治法集萃

寒邪客胃：胃痛暴作，恶寒
喜暖，得温痛减，遇寒加重。

饮食伤胃：胃脘疼痛，胀满
拒按，嗳腐吞酸，或呕吐不消化
食物。

肝气犯胃：胃脘胀满作痛，
脘痛连胁，胸闷嗳气，遇烦恼、
郁怒则痛或痛甚。

肝胃郁热：胃脘灼痛，喜冷
恶热，得凉则舒。

瘀血胃痛：胃脘痛如针刺
刀割，痛有定处，按之痛甚，或
见吐血，黑便。

脾胃湿热：胃脘灼热疼痛，
嘈杂泛酸，口干口苦，口甜黏
浊，食甜食则冒酸水，身重肢
倦。

胃阴亏虚：胃脘隐隐灼痛，
似饥而不欲食，口燥咽干，口渴
思饮，大便干结。

脾胃虚寒：胃痛隐隐，绵绵
不休，冷痛不适，喜温喜按，得
食则缓。

中医分型

综合论述

中药外治胃痛，具有方法简便、
取效迅速、无明显毒副作用等特点，
尤其适用于对寒凝、气滞及虚寒型胃
痛。胃痛的主要病机乃“不通则痛，
不荣则痛”，治疗当以“通”为法。

《医学正传》曰：“通之之法，各
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
通也；下逆者使之上行，中结者使之
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
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

艾灸、雷火灸等法，均为借助药
物热力，使气机通畅条达，疼痛自
止。穴位注射、灌肠等法，对急性胃
痛疗效甚佳。兜肚、药包热敷、中药
离子导入、敷脐等法，对病程长久，
身体虚弱，胃虚不纳，内服药物效果
不佳的患者有较好疗效。

临证时，根据病情需要可一种
方法独用，亦可多种方法合用，必要
时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不可延
误治疗时机。需要注意的是，临证
重在明确诊断，要做好胃痛与真心
痛、胁痛、腹痛的鉴别诊断，明确疼
痛性质，审证查因，对证择法，依法
选方，施以正确的治疗。

注：以上信息仅限医学交流，非
专业人士切勿私自应用。

（开封市中医院代珍珍、庞国明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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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李
锐）日前，周口市中医院口腔科成功为一
名 104 岁老人进行了面部肿瘤切除和转
瓣修复术。老人术后饮食和睡眠状况正
常，恢复良好。

淮阳县鲁台镇的陈老太太，3年前发
现自己右侧面部有一肿物，在当地医院
治疗后多次复发，后经“冷冻治疗”仍无
明显效果。因创口长期不愈，疼痛不适，
患者及其家人苦不堪言。

5月24日，陈老太太在家属的陪同下
来到周口市中医院口腔科就诊。口腔科
主任李国堂检查后发现其右侧面部有一
肿物，深达肌肉，并有脓性分泌物。因肿
物边缘硬，临床初步探查怀疑是恶性肿
瘤。为了减轻患者痛苦，提高老人的生活
质量，李国堂告知患者家属要尽快接受手
术治疗。

患者住院后，李国堂邀请重症医学
科主任刘勤建及麻醉科主任杨树山及时
会诊，精心制定手术方案。5 月 26 日上
午，患者在全身麻醉下进行肿物扩大切
除和转瓣修复术。由于术中创口较大，
为减少张力以关闭创口，医务人员在切
口两端附加改良“Z”字形切口旋转皮瓣
修复创口。

据李国堂介绍，收治百岁老人住院
的风险并不仅仅在于手术方面，因高龄
患者身体机能较弱，风险处处存在。在
整个手术和治疗期间，医务人员对老人
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怀。术前，结合患
者的身体状况，曾多次进行术前讨论，制
定缜密的手术方案。患者和家属对医生
的信任与认可，为手术的成功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郑州市疾控中心举办系列活动
庆祝建党97周年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通
讯员刘战伟 卢祎舟）学习党建
先进经验，加强党建工作规范
化管理；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97周年暨表彰大会，凝聚
力量，激发斗志；创新学习教育
形式，组织干部职工在学术报
告厅集中观看爱国主义、国际
法题材电影《红海行动》。连日
来，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郑州市疾控中心）通
过举办系列庆祝建党 97 周年
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
先争优，扎实工作，努力开创郑
州市疾控事业新局面。

6 月 26 日上午，郑州市疾
控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王松
强带领中心班子成员和党员
干部 60 余人赴郑州市圆方非
公有制企业党建学院参观学
习。郑州市圆方非公有制企
业党建学院是全国首家非公
有制企业党建学院。在参观
郑州市圆方非公有制企业党
建学院的过程中，王松强表
示，郑州市疾控中心要始终坚
持以党建引领科学发展，实现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高度
融合，并要求中心全体党员干

部要围绕发展抓党建，发挥党
的凝聚力，激发党的创造力，
以党建促疾控事业蓬勃发展。

6 月 29 日上午，郑州市疾
控中心在学术报告厅召开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暨
表彰大会。会议对5个先进基
层党支部、5 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和 20 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
了表彰。优秀共产党员刘征、
陈欣然，优秀党务工作者陈彦
哲，先进基层党支部代表洪月
玲分别作了典型发言。王松强
针对中心基层党建工作开展情
况，结合疾控工作实际，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要强基固本、抓好
队伍，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呈
现新活力；崇尚实干、敢于攻
坚，在新形势和新任务下展现
新作为；知责思为、勇于担当，
在敬业奉献中彰显新形象。

6 月 29 日下午，郑州市疾
控中心组织干部职工在学术报
告厅集中观看了爱国主义、国
际法题材电影《红海行动》。在
观影时，大家被“勇者无惧，强
者无敌”的中国军人的责任感
和大无畏精神震撼。影片中

“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彰显
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
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呈现了
中国军人的责任感和大无畏精
神，让在场每位观众强烈感受
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
界和平的决心，展现了中国以
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着“始终
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的承
诺。看完影片后，职工们纷纷
表示，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
起，牢记岗位职责，捋起袖子加
油干，为疾控事业的健康持续
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