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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简介】朱亨炤，主
任医师，全国第四批名老中

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

师，福建省名老中医。现为

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

生、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

学会脑病分会常委，福建省

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福建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福建分

会神经专业委员会委员，福

建省康复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擅长急、慢性脑血管病

（脑卒中及后遗症、脑供血不

足）、高脂血症、高血压、低血

压病，面神经炎、多颅神经损

害、颈椎病、坐骨神经痛、癫

痫、偏头痛、帕金森、失眠、神

经衰弱等。

【就诊案例】近日，52岁
的市民蔡女士常常反复出现

头晕、头痛、胸闷等现象，心

情容易急躁，还伴有心绞

痛。多方寻医无果后，

蔡女士来到大德康元中

医馆，找朱亨炤就诊。

经例行检查和详细询问

后，朱亨炤发现蔡女士

血压正常，但舌苔偏红、

脉搏弦，肝火较旺。为

此，朱亨炤为蔡女士开了天

麻钩藤汤等平肝潜阳的中药

材进行服用。一周后，蔡女

士头晕头痛等现象明显缓

解，但心绞痛仍会偶发。于

是，朱亨炤在原药方的基础

上，再为蔡女士开出了香附、

荷叶、薤白、车前子等理气、

宽胸、降脂药物进一步调

理。经一段时间调理后，如

今蔡女士的病状已基本消

除。

【名医提醒】春夏交替时
节，天气变化无常，冷暖空气

交替活动频繁，容易引发头

晕、头痛、胸闷等多种疾病。

朱亨炤提醒广大市民，要及

时根据气候变化增减衣物，

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患者，

更要保持良好心态，切勿急

躁，忌油炸、辛辣等食物，可

泡饮菊花、玫瑰花、金银花等

花茶，保持心情舒畅。

（记者 林富榕）

肩周炎患者年龄多在40至60

岁，其中，50岁左右最多见，所以又

称五十肩。石狮市总医院谢医生

介绍，对于轻度肩周炎患者，通过

外用药及适当运动可以自愈，但如

果一周内自己通过用药及运动未

及时治愈，最好就医。

记者了解到，目前对肩周炎主

要是保守治疗。口服消炎镇痛药、

物理治疗、痛点局部封闭、按摩推

拿、自我按摩等综合疗法。同时进

行关节功能练习，包括主动与被动

外展、旋转、伸屈及环转运动。当

肩痛明显减轻而关节仍然僵硬时，

可在全麻下手法松解，以恢复关节

活动范围。

针对肩周炎，预防为主。生活

中哪些习惯会导致肩周炎？医生

提醒，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着凉、

吹空调、流汗后洗冷水澡；二是长

期过度活动，姿势不良等所产生；

三是早期肩关节受伤，拉重物导

致，中老年易发病；四是本身体质

弱，身体素质差，患骨质疏松症状，

多数患者在肩关节周围可触到明

显的压痛点。

在发病时，多数人选择自己贴

药膏、用跌打酒，或者随意服用止

痛药。医生表示，止痛药或膏药只

起到局部暂时缓解或控制疼痛的

作用，引起疼痛的根源仍然不能得

到适当处理，治标不治本，反而会

引发慢性肩痛。

许多患者只要疼痛稍有缓解，

就会立即停止物理康复治疗或者

药物治疗。病灶处的炎症或损伤

可能只恢复了部分，很容易在短期

内反复发作。另外，专业的按摩的

确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并不

能根除。不恰当的手法只会弄巧

成拙，容易加重病情，甚至造成损

伤。

最后，了解肩周炎发病的三期

症状，有助于患者正确认识病情，

进行治疗。早期症状，肩关节疼

痛。肩部呈阵发性疼痛，多数为慢

性发作，以后疼痛逐渐加剧或钝

痛，或刀割样痛，且呈持续性，气候

变化或劳累后常使疼痛加重，疼痛

可向颈项及上肢（特别是肘部）扩

散，当肩部偶然受到碰撞或牵拉

时，常可引起撕裂样剧痛，肩痛昼

轻夜重为本病一大特点，若因受寒

而致痛者，则对气候变化特别敏

感。

中期症状，肩关节活动受限。

肩关节向各方向活动均受限，以外

展、上

举、内旋

外旋更为明

显，随着病情的

进展，肌力逐渐下

降，使肩关节各方向

的主动和被动活动均

受限，特别是梳头、穿

衣、洗脸、叉腰等动作均难

以完成，严重时肘关节功能

也可受影响，屈肘时手不能摸

到同侧肩部，尤其在手臂后伸

时不能完成屈肘动作。

后期症状，有自愈倾向。肩周

炎患者1至2年后，活动障碍减轻，

会出现自愈倾向。但前期的疼痛

过程会降低生活质量，影响患者生

活工作。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谢超凡）

肩周炎
超过一周“自疗”不见效要及时就医

成功开展“超声引导下肝囊肿穿刺硬化治疗”

春夏交替 头痛胸闷怎么办？
福建省名老中医给你支招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临近，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孝亲、珍视亲

情的传统美德，5月11日上午，来自石

狮市老年大学志愿服务队的30余名志

愿者相约走进石狮慈爱老人院，提前

陪入住那里的孤寡老人度过了一个难

忘的母亲节。

“大妈，祝您母亲节快乐，健康长

寿。”队长陈秀勉握着老人院里王大娘

的手热情地说道。“谢谢你和你的队友

们，这么有心为我们准备了节目和礼

物。”旁边的许大妈笑着说完后，还主

动上台和志愿者们一起唱歌。受许大

妈的影响，台下其他老人也纷纷上台，

主动加入志愿者的合唱队里，一起表

演节目。瞬间，整个老人院里一片欢

声笑语，热闹非凡。

记者了解到，这群来自石狮老年

大学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平均年龄超

过六旬。活动当天，他们不仅自筹700

余元购买了蛋糕、无糖纯牛奶、鲜花等

作为礼物送给院里每一位老人，还为

老人们提供理发、剪指甲等服务，和老

人们一起提前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母亲

节。或许是年龄相仿，又或是感动至

深，当志愿者们结束活动要坐车回家

时，老人院里的老人纷纷出门欢送，望

着远去的大巴，有的老人还流下了激

动的泪水。

“老人是最渴望陪伴的，特别是孤

寡老人，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志愿者

多多献上一份爱心，陪伴孤寡母亲过

一个开心的母亲节。”志愿者陈秀勉告

诉记者，石狮老年大学志愿服务队的

志愿者希望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关爱

和关心身边的弱势群体，为石狮这座

全国文明城市增添更多的正能量。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高淑珍）

本报讯 5月10日，晋江市老

年大学灯谜班与石狮市老年大学

灯谜班在石狮市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四楼多功能厅举行“灯谜艺术

交流”活动。

活动当日，晋、石两地近百名

灯谜爱好者欢聚一堂，双方互赠灯

谜有关资料，并相互交流灯谜心

得，共同研讨、分享谜艺和猜谜技

巧。交流期间，双方进行了群众展

猜环节，并通过笔猜的形式，从中

选拔出16位学员进行个人电控竞

猜。许多灯谜爱好者是第一次接

触电控竞猜，对于运用高科技手段

竞猜，感到陌生又新鲜。

随着活动的展开，不少灯谜爱

好者慢慢适应，台上的竞猜你来我

往、唇枪舌剑，十分激烈。“犹忆当

年楚义帝（猜四字时政热词）”。谜

题一出不到一秒，就被石狮老年大

学代表抢下了答题按钮，答案是

“不忘初心”。“莫言评诗付笔端（猜

社会主义价值观）”，答案是“平

等”。晋江老年大学代表队也不甘

示弱，立马抢回一题。经过长达近

一个小时的激烈角逐，石狮老年大

学代表林爱平和吕文彬摘下了石

狮组笔猜一等奖，吕文彬和王爱荣

摘下了两市电控联赛一等奖。

活动结束后，两地谜友还依依

不舍，纷纷感叹在此次活动中受益

匪浅，有的还表示回去后要继续

“充电”，挑战新科技。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蔡宗营）

本报讯 5月10日，石狮市

委老干部局举办离退休干部

网宣工作培训班，各镇（街

道）、市级涉老组织老干部信

息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福建省委老干

部局调研宣传处江晓鸣同志从《福建

省老干部工作》概况、编辑刊发过程、

用稿类型和原则要求及宣传报道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为信息员们

作了详细阐述。随后，资深老干部信

息员蔡宗营与参训信息员们分享了

从事信息宣传工作的心得体会。会

后，信息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让

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

性，今后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

在各类媒体上传播石狮好声音，弘扬

石狮正能量。

会上，还为蔡宗营等21名离退

休干部网宣队队员颁发聘书。

（记者 刘晓娟）

我市举办离退休干部网宣培训班

本报讯 5月8日，石狮市老促会

召开《石狮市革命老区发展史》编纂

工作会议，《石狮市革命老区发展史》

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并针

对《石狮市革命老区发展史》进行定

稿讨论。

据了解，去年以来，为贯彻落实中

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和省老促会等相关

文件精神，石狮专门成立了石狮市革

命老区发展史编纂委员会，全力推进

《石狮市革命老区发展史》编纂工作，

历时一年多的时间，由编纂委员会整

理的“第一手资料”，已形成了六章22

节、共计20多万字的《石狮市革命老

区发展史》初稿。该书稿经过五次会

稿后，目前已进入定稿阶段。

会议指出，要把握指导思想，准确

记述发展进程，编纂《石狮市革命老区

发展史》，要加强对资料的挖掘和考

证，清楚记录石狮革命老区变革发展

的历史进程；要注意考虑发展史的信

息化、注意科学规范设置索引、注意综

合性内容的编纂等；要强化精品意识，

严格把控编纂质量，做到观点正确、体

例严谨、篇目合理、内容全面、特色鲜

明、资料翔实。 （记者 刘晓娟）

市老促会召开编纂工作会

本报讯 在第108个国际护士

节来临之际，石狮市总医院肾内科

为广大肾友们讲解关于高血钾的

饮食指导及管理，引起患者热烈反

响。

课堂上，主治医师洪本林运用

闽南语及普通话双语切换，形象生

动地讲解了含钾高的食物的辨别

方法，蔡明明护师分享了透析患者

的血钾管理，许阿净分发含钾高食

物的相关资料并予现场指导。肾友

们恍然大悟，“原来这种食物钾含量

那么高，那我以后饮食上要注意了

并配合定期复查电解质。”

据悉，人体正常血钾的浓度是

在3.5-5.5mmol/L之间，当血钾含量

高于 5.5mmol/L即被称为高钾血

症。当血钾含量少于3.5mmol/L则

被称为低钾血症。高血钾会导致

极度疲倦乏力衰弱、四肢无力、心

脏骤停或呼吸麻痹而快速致死，因

此需要限制食物钾摄入。低血钾

则会引起致命性心律失常，也会危

及生命，同时会引起无力、腹胀、软

瘫、尿潴留等，因此需要补充钾摄

入。

很多患者不知道，钾广泛存在

于天然食物，其中蔬菜和水果是钾

的主要来源。含钾较多的食物是那

些未加工食物，因此，对于透析的肾

友们及肾功能不全者，每个月按照

规定时间进行复查，显得尤其重

要。每个月根据血钾情况，进行对

含钾食物的调整。希望通过这次宣

教，让大家更重视健康，更好地生

活。

课堂上，医护人员还提供厨房

降钾技巧：食材先切后洗；绿叶蔬菜

浸于清水中半小时以上，再放入大

量开水中焯一下；根茎类蔬菜如马

铃薯先去皮，切成薄片，浸水后再

炒；多吃含钾低的瓜类如冬瓜、丝

瓜；用蔬菜煮成的汤均含钾，避免

“汤泡饭”；不宜过多食用代盐及无

盐酱油。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许阿净）

本报讯 近日，

石狮市总医院超声

科为一名巨大肝囊

肿患者成功实施了

超声引导下肝囊肿

穿刺硬化治疗，不

用开刀便解除了患

者的病痛。

该患者经体检发现肝脏内长了一

个直径约8cm的囊肿。由于囊肿过

大，周围伴随肝门静脉、肝动脉、

胆管及胆囊等重要组织，对肝

脏及周边组织压迫，患者已经

出现腹胀腹痛症状，此前已

拒绝多家医院的外科手

术治疗建议。

最终，经超声科杨

天奖主任及消化科王

经荣主任诊断，为其

选择了超声引导下

肝囊肿穿刺硬化

治疗。经患者同

意，于2019年5月1日由超声科贺永湘主治医

师主刀，消化科王小华主治医师及超声科黄大

贵住院医师协助，手术在超声引导下准确定

位，精确穿刺置管，共抽出200余毫升液体，隔

日注入硬化剂辅助治疗，整个手术过程仅进行

了20分钟便顺利完成。术后，患者留观4个小

时无不良反应，已自行回家休养。

据杨天奖介绍，超声介入治疗是近年兴

起的新兴技术，是一种通过超声影像实时引

导，运用穿刺针或导丝导管等，实现经皮穿

刺抽吸、活检、引流、注药以及消融等治疗的

微创操作。该技术可辅助临床明确诊断肝、

肾、甲状腺、乳腺、前列腺等部位占位性病

变，并能有效治疗肝、肾、卵巢、甲状腺等脏

器的囊肿、脓肿及部分良恶性肿瘤。因其具

有创伤小、费用低、疗效好、无放射损伤等优

势，部分患者能达到媲美手术的疗效，所以

该技术已经在国内部分三级医院深入开展，

随着该院超声介入治疗的开展，将为本地群

众的肿瘤治疗提供更多选择和更优质的服

务。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黄大贵）

医护人员教你
这些厨房降钾技巧 卡

通
床
罩
被
子

营
造
温
馨
环
境

本报讯 当你一走进石狮市总医院住院大

楼7楼的儿科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火车头

护理站，将昔日让患儿恐惧的病房变成了“童

话王国”。

原来，在石狮总医院开展的暖心服务

活动中，儿科根据自身专科特点，探索新的

护理方法，不断从住院环境、生活细节、快

乐护理方面，用心发掘，用行动诠释“暖心

服务”。

该科工作人员介绍，以往患儿在

陌生的医疗环境里经常哭闹、情绪不稳，

为了给患儿营造一种温馨如家的感觉，近

日儿科将病房所有白色床罩、被子换成了卡

通床罩、被子，给孩子们营造出一个温馨和谐

的环境，让进入病房的患儿放松紧张的心

情、减轻焦急不安的情绪，消除了他们的恐

惧心理。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许欣欣）

母亲节来临之际

老年大学志愿服务队陪孤寡老人过母亲节

晋石两地老年谜者切磋技艺 祥芝老年学校
举办歌咏会

本报讯 近日，一场“放歌新时代”主题

歌咏会在祥芝镇老年学校拉开序幕。来自

该校近200名师生以歌会友，唱响新时代。

歌咏会在《领航新时代》全体合唱中拉

开序幕，《不忘初心》《最美的歌儿唱给妈

妈》《共和国之恋》《走向复兴》等经典好歌

轮番上场，一首首赞歌抒发了奋斗在新时

代的人们爱党、爱国的情感。歌咏会上，不

管是独唱或小组唱，歌声铿锵有力，嘹亮动

听，赢得了台下学员阵阵掌声，气氛十分热

烈。最后，全体人员齐唱《劳动托起中国

梦》圆满结束此次活动。

不少老人表示，五月是劳动者的节日，

《劳动托起中国梦》这首歌唱出了劳动者之

美。“在生活中，我们要赞美劳动者的勤劳

和贡献，还要感恩劳动者的担当与付出，向

劳动者致敬。”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蔡培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