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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8日，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
的医生办公室，68岁的患者孙亮（化名）一
边拉着医生的手，一边激动地说：“大夫，
太谢谢您们了。要不是您们的医治，我可
能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这个从死亡阴
影中走出来的普通工人，是被确诊急性髓
系白血病后已经生存十年的患者。

十年前，孙亮被查出患上急性髓系白
血病，多家医院都不敢收治。后来，在别人
的介绍下，孙亮抱着一丝希望，来到青海大
学附属医院血液科就诊。治疗期间，因为
化疗后出现 IV级骨髓抑制，合并了重症感
染、消化道出血，孙亮的病情急转直下。血
液科的专家们经过综合评价，为他制定了
详尽的专科治疗方案。通过引进国内外前
沿的诊疗理念、多科室合作以及根据病情
随时调整孙亮的治疗方案，最终使他一次

次转危为安，实现了长期生存，并且改变了
孙亮对于确诊肿瘤就意味着死亡的认识。
这只是白血病获得长期生存的一个病例，
随着检测手段的提高、精准治疗的覆盖和
白血病靶向治疗的深入，将有更多的患者
从中受益，获得长期生存。

青 海 大 学 附 属 医 院 血 液 科 成 立 于
1974 年，目前为青海省重点学科、青海省
名科、青海大学“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
教学科研团队、中西部高校综
合实力提升工程血液病
学教学科研创新团队、
青海省人才“小高地”
建设单位、青海省造
血干细胞移植中心，
是最早获批的青海大
学医学硕士、医学博
士学位授予点。

科室在诊治急、慢性白
血病方面处于省内先进水平。从上
世纪 90年代开始，科室就开展了白血病的
精准治疗,综合采用形态学、免疫学、遗传
学、基因突变检测手段，对每位白血病患
者进行精确的诊断分型、评估预后、筛选
治疗靶点，并及时跟进国内外诊治动态，
与国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为患者量身设
计治疗方案。

除了治疗急、慢性白血病外，科室在多
种恶性血液病、慢性高原病的治疗及自体
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方面特色突出。
淋巴瘤/骨髓瘤是科室重点支持和发展的
亚专科方向。2003年，科室在青海省率先
开展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晚期恶性
淋巴瘤获得成功，使这类患者有望在干细
胞移植下获得长期生存。另外，科室还积

极为其他科室诊治危重疑难病例并提
供血液学支持，是医院疑难重

症会诊中心的中坚力量。
长期以来，科室特

别关注国际学术前沿
和动态，不断增强国
际学术交流，邀请国

外学者前来讲学,并
选派医生参加国外学

习及交流。
作为青海省最大的血液

病诊疗中心之一，科室还承担了非
常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在教学方面，
科室接受基层医院及外地医院的专科进
修及实习医生、新职工、住院医师的规范
化培训任务。自 1993 年获得临床医学内
科学（血液病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资格
以来，共招收血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00
余名，其中已毕业近 100 名，目前在读 29

名。在科研方面，科室承担多项国家或省
级科研项目，学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中具有
一定优势，处在高原医学研究领域前沿。
近年来开展科研项目 38项，其中多项科研
获得殊荣。

科室简介
科室现拥有专科床位 30 张，专科医师

11 名，护士 11 名，其中主任医师 3 名，副主
任医师 1 名，副主任护师 1 名，主治医师 4
名，主管护师 2 名，住院医师 3 名，护师 8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1 名，硕士研究生
导师 4 名，拥有博士 1 名，在读博士研究生
1名，硕士5名，在读硕士研究生1名。

学科带头人 冀林华 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毕业于
北京大学，现任中华医学会青海省血液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淋巴血
液肿瘤委员会委员，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
人才、青海省自然科
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
头人、美国布兰代斯
大学生物学系访问学
者、青海大学医学院
内 科 学 教 研 室 副 主
任、青海大学内科学
血液病专业硕士学位
点负责人等。

本报记者 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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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急救常识

朋友圈里的养生产品不可靠

不断引进新理念，为血液病患者带去希望

■■减肥不当减肥不当，，
损伤肾脏损伤肾脏

■■很多功效被夸大了很多功效被夸大了

■■香薰只对单纯的失眠有效香薰只对单纯的失眠有效

■■热性体质热性体质，，艾灸无效艾灸无效

本报记者 赵越

——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

随着人们对养生保健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养生市场的热度

也被带动起来。打开朋友圈，时不时就
能看到诸如“艾能治百病”“中药敷包减肥
效果显著”“香薰治疗失眠”……一些推销
养生产品的微商。可是，这些养生产品

真的有效吗？记者采访了青海大学
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杨

如意。

功效被夸大
功效被夸大

不论是网上还是朋友圈，热推的
养生产品大多存在夸大的成分，杨
如意说，不懂中医的人就可能掉入
养生陷阱。比如艾，现在网上把艾
说的跟灵丹妙药似的，什么都能治，
这肯定是不对的。

艾性苦、温，入脾、肝、肾经，是

一种温经通络，活血散寒、止痛、祛
湿的药物。配伍到中药中口服可以
治疗一些虚寒型痛经、腹痛等疾病，
外用就是老百姓经常用陈年的艾绒
制成艾条，熏烤穴位以达到保健治
病的一种自然疗法。它对手足冰
凉、虚寒胃痛、阳虚腹泻等疾病效果

不错。当点燃艾条熏穴位时，能起
到舒经活络、散寒止痛的作用。若
是寒湿型体质，艾也能祛湿。但是，
艾对于热性体质的人群就不适用。
如果本身火气大、阴虚火旺或阴虚
阳亢，还用艾的话，则会起到反作
用。

中药包的原理是腹部的天
枢穴、神阙穴等穴位，具有一部
分吸收药物的作用，把中药包
放置在这些穴位上，加热到一
定温度，通过穴位吸收而抑制
肠道吸收，从而消除多余的脂
肪。“一般这种药包的成分主要
有大黄、紫苏、佩兰、红花、月见
草、白芷等，用这些药物的时
候，可能会出现腹泻的情况，把
体内的废物排出体外，使体重
减轻。可是，像一些脾虚、气虚
等引起的肥胖，敷包减肥就不
适合。”杨如意说，“另外，一些
药物可能会损害肝脏和肾脏器
官，一定要避免。”

需要提醒的是，对肥胖者来
说，减肥不仅仅是降低体重，如
果单纯通过排泻或抑制吸收减
轻 体 重 ，可 能 会 出 现 身 体 不
适。更重要的是在减脂的同时
塑形，整个体形瘦下来，成为一
个健康的人。蛋白质、水分等
处于平衡状态，使脂肪少了，肌
肉增加了，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减肥。

关于“香薰治疗失眠”的说法，也
不是对所有的失眠都有效。杨如意
表示，利用薰衣草、洋甘菊或檀香等
香薰入眠，是因为这些花香有舒缓紧
张情绪、镇定心神的保健功效，起到
改善睡眠的作用。不过，它只对单纯

的失眠有效。如果是疾病引起的或
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香薰可能
就起不到效果。

总之，不管网上出现任何一种天
花乱坠的养生产品，都要擦亮双眼，
不可一律偏信。

中医虽然好，但不是万能的，杨
如意说，很多广告把中医宣传的没有
坏处，让很多人忽略了中医的副作
用，认为中医的副作用小，甚至没有
副作用，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有不少
人想要调理身体，然后在网上找到方
子后，直接到门诊让医生配药。还有
的人认为西药对肝肾的副作用大，而
中药没有副作用。身体没毛病，也主
动要求医生开点儿药“养一养”。中
医讲究辨证施治，对症方可用药，中
药养生亦是如此，否则再好的药起的
也是副作用。中药有其适应症，相对
的就是不适应症，甚至禁忌症，如果
使用不当，还是会造成机体功能的损
害。

“另外，还有一类人，看到这些
“神奇”的养生产品时，也是抱着半信
半疑或者不相信的态度，可是遇到一

个经常使用或久病成医的人后，他们
就可能被带到沟里。”杨如意说。

久病成医的人，多认为自己经验
丰富，常常给别人推荐适合自己的良
方。有的人用了以后有效果，有的人
用了没效果，这和两个人的体质不同
有关。就好比两个人都胃疼，可能一
个是胃热引起的，一个是胃寒引起的，
两个人肯定不适合用同一种药。

有的人不分症状，随意服用蜂王
浆、养生粉等保健品，有的人把六味
地黄丸、乌鸡白凤丸等中成药当保健
品来吃，这样达不到效果不说，还可
能引起其他疾病。

因此，在使用中药养生时，一定
要到正规医院由医生配药，医生会根
据自身体质，给予最适合的药物调理
身体，避免自行配药或使用不当出现
反效果。

扭伤
当关节周围的韧带被拉伸得过于严重，超出

其所能承受的程度，就会发生扭伤，扭伤通常还伴
随青紫与水肿。

正确做法：在扭伤发生的 24 小时之内，尽量
做到每隔一小时用冰袋冷敷一次，每次半小时。
将受伤处用弹性压缩绷带包好，并将受伤部位垫
高。24 小时之后，开始给患处换为热敷，促进受
伤部位的血液流通。

错误做法：不要随意活动受伤的关节，否则容
易造成韧带撕裂，恢复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头部受伤
头骨本身非常坚硬，所以一般的外力很少会

造成头骨损伤。倘若外力过于猛烈，则颈部、背
部、头部的脆弱血管就成为了“牺牲品”。

正确做法：如果头上起了个包，那么用冰袋敷
患处可以减轻水肿。如果被砸伤后头部开始流
血，处置方式和被割伤的方式一样，即用干净毛巾
按压伤口止血，然后去医院缝合伤口，并检查是否
有内伤。

错误做法：不要让伤者一个人入睡。24 小时
之内，一定要有人陪伴伤者，如果伤者入睡，那么
每三个小时就要叫醒伤者一次，并让伤者回答几
个简单问题，以确保伤者没有昏迷、没有颅内伤，
比如脑震荡。

窒息
真正的窒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发生，喝水呛

到或是被食物噎到一般都不算是窒息。窒息发生
时，患者不会有强烈咳嗽，不能说话或是呼吸，脸
会短时间内变成红色或青紫色。

正确做法：首先要迅速叫救护车。在等待救
护车的同时，需要采取以下措施：站在患者身后，
用拳头抵住患者的腹背部，用另一只手握住拳头，
上下用力推进推出五次，帮助患者呼吸。患者也
可以采取这样的自救措施：将自己的腹部抵在一
个硬质的物体上，比如厨房台面，然后用力挤压腹
部，让卡在喉咙里的东西弹出来。

错误做法：不要给正在咳嗽的患者喂水或是
其他食物。 （来源：东方女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