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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医问药》栏目旨在为广大患者与医生、医生与医生
之间搭建起咨询交流的平台。该栏目专家团队由全省各科
专家组成。

如果您想寻医问药，我们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在栏目中为
您一对一答疑解惑。同时，请关注“医药卫生报”官方微信公
众号，可以在线咨询专家，也可以加QQ（一种流行的中文网
络即时通信软件）进行咨询。

本报微信公众号：yiyaoweishengbao QQ：5615865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为了更好地为基层医生的日常诊疗工作提供帮助，本
版对内容进行了调整，设置了《专家连线》《实用验方》《误诊
误治》《经验分享》《临床提醒》《急救技巧》等栏目。请您关
注，并提供稿件或建议。

稿件要求：尽量原创，言之有物，具体可行；需要 1000
字以内；可以用小故事开头，以增加趣味性。

联系人：朱忱飞
电话：（0371）85966391
投稿邮箱：5615865@qq.com
邮政编码：450000
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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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医院
胃肠外科主治医师刘耀刚：

胃癌检查方式及治疗手段

专家：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孟庆楠

网友：

孟庆楠：

本版药方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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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楠

用验方实

刘耀刚，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治医
师，硕士研究生；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篇，在国家
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篇，获专利2项。

（以上验方由胡琪提供）

治疗痛经

治疗胃寒、胃痛
取胡椒20粒，大枣5枚，木香1克，混合研末后，用

温开水冲服。每天1次，连续服用10天。

治疗蜈蚣咬伤
取胡椒50克研末备用。用时取其粉末与雄黄（剂量

比例为3∶1）加麻油调敷患处，每天1次，连用5天。

取胡椒3克研成细末，以白酒20毫升冲服。每天1
次，连服2次。

健康人的尿液中一般没有红
细胞或偶尔出现微量红细胞。如
果尿液内红细胞异常增多，也就
是小便中的血液量超过正常含量
即为血尿。如果肉眼看起来小便
呈血样或洗肉水样，就称为肉眼
血尿。在尿液常规检查时，外观
变化不明显，经过离心沉淀后，显
微镜检查时每高倍视野红细胞平
均大于3个，血中红细胞随同尿液
一起排出体外的现象，称为镜下
血尿。

血尿可由泌尿系统肿瘤、结
核病、炎症、结石等疾病引起。因
此，出现血尿后，必须加以重视。
血尿若伴有疼痛等症状则称为疼
痛性血尿。而无痛性血尿往往是
泌尿系统肿瘤早期信号。肾癌、
膀胱癌、输尿管癌、前列腺癌等都
是以无痛性血尿为最初表现，尤
其以膀胱癌和肾癌最为多见。

膀胱癌的主要症状为间歇性
无痛性血尿，即血尿时有时无，时
多时少，血尿可以持续几天，也可
较长时间不出现，常被患者误认
为疾病已经治愈。血尿常因出血

多少、尿液酸碱性等因素而表现
出颜色的不同，可分为深红色、淡
红色或镜下血尿；或鲜红色、暗红
色、洗肉水样血尿，常伴有不规则
小血块。由于肿瘤大小、位置、感
染程度等不同，也可能出现尿痛、
排尿困难等，晚期可出现贫血、消
瘦。膀胱镜检查可发现早期膀胱
肿瘤。

肾肿瘤早期可有无痛性全程
肉眼血尿，呈间歇性或持续性。
血尿经常突然发作，且没有明显
外界因素。只有肿瘤发展到肾
周围组织神经时，才会出现腰部
疼痛等症状，而此时肿瘤常为晚
期。

无痛性肉眼血尿之所以凶
险，是因为出现这类血尿的患者
没有其他症状，而且血尿经常会
自行消失。因此，患者往往被假
象所迷惑，延误诊断时机。实际
上，这些假象恰恰是发生泌尿系
统肿瘤的危险信号，一旦血尿加
重，通常为肿瘤晚期。

两大误区：一、不是所有泌尿
系统肿瘤引起的血尿都是无痛性

的，也可伴有腰痛、腹痛以及尿
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二、有些
患者认为，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
预示着病情严重，要抓紧进行治
疗，而对无痛性镜下血尿却不重
视，这种认识是非常危险的。泌
尿系统肿瘤的严重程度和血尿的
严重程度不成比例，它可以是无
痛性肉眼血尿，也可以是无痛性
镜下血尿。

总之，无痛性血尿是泌尿系
统肿瘤特别是膀胱肿瘤的早期重
要信号。中老年人尤其不能忽视
该症状，一旦发现无痛性血尿，应
及时到医院检查。

要最终明确血尿是由哪种
疾病引起的，还要进行实验室、
X 线、B 超、CT、核磁共振等检
查。

目前，泌尿系统肿瘤发病率
呈上升趋势，而作为重要信号的
血尿却常常被忽视。因此，定期
检查尿常规是防治泌尿系统肿瘤
的一种重要手段。

（作者供职于安阳市人民医
院）

血尿与泌尿系统肿瘤
□乔明洲

男性脱发除了毛发移植外，还有其他
的治疗方式吗？

药物治疗首选非那雄胺，它的商
品名又叫保法止，规格为每片1毫克，
每天口服1片，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
才能观察到头发的生长情况以及防止
继续脱发。停药后，症状在12个月内
可能会出现反复。

治疗脱发还有一种外用药米诺地
尔，男女均可使用。米诺地尔有喷雾
的喷剂和涂抹用的搽剂两种。局部外
用药的平均起效时间为12周，推荐用
药疗程为半年到1年。米诺地尔外用
制剂有浓度为5%和浓度为2%两种规
格。无论男女，浓度为5%的米诺地尔
比浓度为 2%的米诺地尔更有效。但
是，仍推荐浓度为5%的米诺地尔用于
男性患者，浓度为2%的米诺地尔用于
女性患者。

刘耀刚擅长胃肠道良性、恶性疾病的腹腔镜及内镜
治疗技术。他在河南省较早开展了腹腔镜胃癌根治术，
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结直肠肿瘤腹腔镜根治术后经
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内镜下胃肠道黏膜剥离术，黏膜
下肿瘤切除术，经胃镜胃壁全层切开及胃肠道缝合术，
经皮胃镜下胃造瘘术，经胃镜食管静脉曲张套扎加胃底
静脉曲张硬化术，经胃镜食管支架、十二指肠支架、肠梗
阻导管置入术，经胃镜食管狭窄放射状切开术，球囊扩
张术，经结肠镜结肠支架置入术，超声内镜穿刺活检和
射频消融术等。

治疗冻伤
取胡椒15克，加白酒60克，浸泡10天。每天涂抹

冻伤处3次，连续涂抹7天（表面溃烂者不宜用）。

在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
一间专家诊室里，专家一上午就
接诊了四五个被诊断为躯体化
障碍的患者。这些患者大多是
中老年妇女，均以全身不舒服为
主诉，到综合医院做各种检查
后，依然无法确诊。患者听说这
属于精神专科疾病，便来到郑州
市第八人民医院就诊。

52岁的郑州居民李女士，性
格比较固执，遇到事情爱生气。
前几年，在患过一次疾病后，她
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好。从
此，她经常感觉心脏跳得厉害，
有时感觉都要跳出来了。从那
时起，她就开始奔波于各大医

院，做各种身体检查，如心电图、
B超等。只要是跟心脏有关的检
查，她基本上都做过了，可是检
查结果均正常。这让李女士感
到很痛苦：明明心脏经常跳得厉
害，夜里睡不着觉，白天坐立不
安，心情烦躁，全身发抖，可是为
什么检查结果都正常呢？为了
能治好病，李女士住了好几次
院。但是，李女士的病情越来越
严重。李女士说，这种“怪病”快
让她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朋友
建议李女士到精神专科医院看
看是否属于心理疾病，她才来到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就诊。经
过专家的诊断，李女士被确诊为

躯体化障碍。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主任

医师高新立说，躯体化障碍是一
种心理障碍，可反复出现，并伴
有时常变化的躯体症状。躯体
化障碍的症状可涉及全身任何
系统和部位，经常表现为慢性波
动，女性多见，常用躯体症状来
处理应激或冲突。患者常伴有
明显焦虑和抑郁情绪，表现出过
分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反复就
诊及要求做医学检查。虽然检
查结果均显示正常，并且医生也
给予了合理解释，但患者的疑虑
仍不能消除。尽管患者的症状
和不愉快的心情密切相关，但是

他们常常否认自身存在心理问
题。患者基本都是先到综合医
院就诊，反复做各种各样的检
查。因此，高新立提醒，当患者
对躯体症状的描述与检查结果

不吻合时，应考虑躯体化障碍，
建议患者尽快到精神专科医院
进行诊治。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八人
民医院）

为何中老年人躯体化障碍越来越多？
□席 娜

运动疗法改善
心脏神经官能症

□薛亦白

运动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压力，增强心肺功能，加快新陈代谢，放松心情，减轻抑郁
情绪，缓解焦虑，使人精力充沛，提高自信心。从实践来看，运动疗法安全、有效而且简
单易行，是非常不错的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自我疗法。特别是处于恢复阶段的患者，
应用运动疗法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科学研究证实，跑
步时大脑分泌的内啡肽
是一种类似吗啡的生化
物质，也是天然的止痛
剂，同时也能给人带来
欢快感，对减轻心理压
力具有独特的作用。跑
步的时间选择下午为
宜，速度为每分钟 120
步，每周至少3次，每次
持续三四十分钟。根据
自身体质，可以从快走
开始，逐步提升速度到
每小时五六公里，每天
从 8000 步逐步过渡到
10000 步 ，再 到 15000
步。

快走或跑步

治疗疾病时，跳绳常被推荐为辅助运动疗法之一，简单易行，适宜在气温较低的季节作为健身运动。一般
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不便于跑步的情况下，都可以选择跳绳项目，女性尤为适宜。

从运动量来说，持续跳绳10分钟，与慢跑30分钟或跳健身操20分钟的运动量基本相同，是具有耗时少、耗
能大的有氧运动。一次跳绳30分钟，相当于慢跑90分钟的运动量，属于标准的有氧健身运动项目。

跳绳可以增加身体的协调性。由于在跳绳过程中头部位置在上下快速移动，可以有效增强前庭功能，让
人产生良好的心理感受和提高自信心。

跳绳可以锻炼多种脏器，能增强人体心血管、呼吸和神经系统功能。有研究表明，跳绳可以预防糖尿病、
关节炎、肥胖症、骨质疏松症、高血压病、肌肉萎缩、高脂血症、失眠、抑郁症、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对哺
乳期和绝经期的女性来说，跳绳兼有放松情绪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女性心理健康。

鉴于跳绳对女性独特的保健作用，国外健身专家为女性设计了一套“跳绳渐进计划”。初学时，仅在原地
跳1分钟，3天后连续跳3分钟，3个月后可连续跳上10分钟，半年后每天可实行“系列跳”。根据体质不同，其
锻炼方法也可以选择每次连跳3分钟，共5次，直到1次连续可以跳30分钟。

选择运动方式要因人而异，逐步加量。如果运动中遇到问题，要尽早咨询专业医生。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广场健身舞

健身舞和健美操均属于有节律的运动，能有效消
减神经系统病理性兴奋灶，有助于改善睡眠，克服神
经衰弱引发的注意力不集中等。广场健身舞作为一
项集体参与运动，可以让人们在锻炼的同时，相互交
流，从而缓解生活压力，改善心理状况。该运动可以
每天都参加，也可以每周至少运动5次，每次持续20~
40 分钟。在动感的音乐声中，人们能够改善心肺功
能，提高摄氧效果，让躯体得到舒展。

瑜伽

瑜伽是将姿势、动作和呼吸相结合的一种运动。谈到瑜伽，
可能会有人考虑自身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担心无法参与该项运
动。其实，灵活性并非瑜伽的重点，对于身体控制能力的恢复和
增强才是关键。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表明，瑜伽可以减轻抑
郁、焦虑和癫痫等症状。若有焦虑、抑郁和烦躁等，可以选择每天
练习瑜伽体式以及静坐，使情绪随着有节奏的呼吸，慢慢地沉静
下来。

据发表于2007年《牛津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瑜伽是一种
很有前景的抑郁症疗法。作为一项辅助疗法，瑜伽可以减少抑
郁、愤怒、焦虑、神经症状以及预测慢性心脏衰竭的低频心率变异
性等。虽然不是所有心理健康专家认为瑜伽具有治愈精神疾病
的能力，但是，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除了抗抑郁药和心理治疗以
外，瑜伽也有利于缓解抑郁症。据国外一项研究证实，人们在练
习一种名为“净化呼吸法”的瑜伽时，运用3个不同的节奏，通过鼻
子自然呼吸和嘴巴紧闭，有73％的抑郁症患者得到了缓解效果。
当然，并非所有瑜伽都一样，患者也可以尝试各种风格的瑜伽运
动，从中找到适合自身的一种方式。瑜伽需要每天练习20分钟，
或者每周至少练习3次，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跳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