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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报纸好看，
也不要一口气全读完。读了
半小时，
请休息5分钟。

八种地黄丸各显神通
指导
专家

胡筱娟 陕西省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主任医师
徐德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药剂科主任

半数肠癌患者出现肝转移

家
“我 软、
骨蒸潮热、
盗汗遗精者。
明目地黄丸 主治肝肾阴
桂附地黄丸 主治肾阳虚 虚。相比杞菊地黄丸，加了当
用 最近常
手 感 觉 体 和阴阳两虚。相比六味地黄 归、白芍、蒺藜和石决明。该
册 力不支， 丸，加了肉桂和附子。该丸适 丸主要用于眼疾治疗，尤其是

浑身无
力，老伴建议我去买点六味地
黄丸吃，说可以滋阴补肾。”近
日，河南洛阳的黄先生来电咨
询，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吃六
味地黄丸。说起六味地黄丸，
多数人并不陌生，总有上了年
纪的人把它当作一种强身健
体的保健品。专家表示，六味
地黄丸的确是补肾佳药，但它
并不能包治百病，更不是人人
可吃的，
吃不对，
好药也致病。
在地黄丸的家族中，共有
八“兄弟”，六味地黄丸只是其
中之一，其余七种均是在六味
地黄丸的基础上配伍而成。
虽同为补益肝肾之品，但因各
自增加不同的药物，使各自的
适应证亦有不同的侧重，表现
出各自的特长。
六味地黄丸 包括熟地
黄、山萸肉、山药、牡丹皮、泽
泻、茯苓，适合虚火所致的眩
晕、耳鸣、腰痛、消渴等，用于
肾阴亏损、头晕耳鸣、腰膝酸

合畏寒怕冷、四肢不温、舌苔 肝肾阴虚所致的眼睛干涩、视
色淡而多苔的阳虚患者，主治 物模糊、
迎风流泪等。
肾阳不足、命门火衰所致的腰
麦味地黄丸 主治肺肾阴
膝酸痛、肢体浮肿、小便不利、 虚。相比六味地黄丸，该丸加
老人尿频等病症。
了五味子和麦冬，适用于肺肾
知柏地黄丸 主治阴虚火 阴虚者，如潮热盗汗、咽干咯
旺。相比六味地黄丸，知柏地 血、眩晕耳鸣等人群；可用于
黄丸加了黄柏和知母，适合妇 治疗久咳伤阴，或消耗性疾病
女更年期综合征、神经性耳 （如肺结核）所致的咽干、口
聋、慢性咽炎、口腔慢性溃疡 渴、
咳喘、
痰中带血等病症。
等患者，用于阴虚火旺、潮热
金匮肾气丸 主治肾阳
盗汗、咽干口干、咳血、小便黄 虚。相比桂附地黄丸，添加了
赤、
牙龈肿痛等症状。
车前子和怀牛膝。该丸适用
归芍地黄丸 主治肝肾阴 于肾阳虚伴随着小便不利、腰
虚（妇女）。相比六味地黄丸， 腿不便人群，用于肾虚水肿、
加了当归和白芍。该丸能滋阴 腰膝酸软、小便不利、畏寒肢
养血、柔肝补肾，主要用于治 冷等病症的治疗。
疗妇女肾虚而引起的崩漏、头
随着疾病谱的不断变化，
晕、
乏力、
腰腿酸疼、
耳鸣等。 六味地黄丸的应用范围不断
杞 菊 地 黄 丸 主 治 肾 阴 扩大。在治疗各种病症中，使
虚。相比六味地黄丸，加了枸 用原方者较少，大多在六味地
杞和菊花。该丸适合肝肾阴 黄丸的基础上有所加减。提
虚、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用 醒大家的是，中成药的选择重
于治疗头晕目眩、视力减退、 在辨证 ，一 般 应 在 医 生指导
视物昏花等眼部疾病。
下选用比较好。
（整理/曹虹）

62 岁的李先生得知自己 （肠癌切除+肝转移病灶切除）
的直肠癌已转移到肝脏的消 为核心的综合治疗方案；
如果
息，
感到绝望。肠癌肝转移就 病症不能切除，
则应选择化疗
是绝症吗？能治好吗？
加靶向药物治疗为主的方案，
人体大肠的静脉血流都 每 2 个月对患者进行评估，其
是往肝脏回流的，
所以如果肠 中一部分患者可能因为肿瘤
癌进展到中晚期，
癌细胞穿透 缩小而获得手术切除机会；
对
肿瘤周围的血管壁后，
就会随 于不适合手术的患者，
还可以
着血流进入肝脏形成转移结 选择肝转移瘤局部消融治疗、
节。数据显示，
约 50%的肠癌 介入栓塞化疗等治疗方案。
患者或早或晚都会出现肝转
有些患者不愿意再做二次
移。由于近年我国大肠癌发 手术，
但迄今公认，
肠癌肝转移
病率逐年升高，
所以肠癌合并 仍以手术治疗为最佳选择。所
肝转移的患者也越来越多见。 以，
大肠癌患者如果出现了肝
肠 癌 肝 转 移 该 怎 么 治 ？ 转移情况，
千万不要绝望和悲
对于肠癌和肝转移瘤可以切 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胃
除的病人，
应选择以外科手术 肠外科副主任医师 刘健培）

手指长肿瘤莫名疼痛
张女士从 7 年前开始，右
小指出现了莫名疼痛，
穿衣服
痛，
拿东西痛……就像手指里
藏了一根针。
“绵里针”
式疼痛
让张女士产生恐惧。最近检
查发现，
是因为手指里长了比
小米粒还小的血管球瘤。血
管球瘤是一种良性错构瘤，
好
发于双手，
尤其好发于手指末

端甲下区域。甲下血管球瘤
的典型特征是局部压痛、
剧烈
疼痛、
冷敏感。其特点是不碰
不痛，
遇冷热及按压刺激后疼
痛明显，手指下垂时、吃酸物
及情绪波动时、夜间疼痛加
重。手术切除是最有效的治
疗方法。
（深圳市人民医院手
显外科主任 庄永青）

看牙消费券，
您领了吗？打算怎么花？

请认准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指定发放的
“看牙消费券”
，
首次报名可领2500元券，
牙齿种植、
修复都能用，
报名热线0731-85573666
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回暖成了各
地区的重要工作。不少地方政府积极
鼓励各消 费 领 域 发 放 多 种 形 式 的 消
费券。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放消费券，涉
及 170 多个城市，累计发放消费券金
额约 190 亿元，平均每个地市发放金
额超 1 亿元。然而，这些消费券以餐
饮 消 费 券 、商 超 消 费 券、图书券以及
旅游消费券为主，对健康消费这一品
类却很少涉及。
健康医疗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
题。为减轻长沙市民尤其是老年人看
牙的经济负担，
带动长沙健康医疗消费
需求增长，
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联合好
大夫口腔、
“口福行动”
口腔以及八大齿
科供应商，共同发起“提振健康消费·
500 万元看牙消费券发放”等系列活
动 。 长 沙 市 民 首 次 报 名 ，至 少 可 领
2500 元看牙消费券。

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秘书长赵凯
接受电视采访

“我看好多媒体报道了湖南省老年
保健协会面向全市发放 500 万元看牙消
费券，
你去领了这个看牙消费券吗？
”
“我这两个月一直在关注这个事，
上
个月底就领了一张看牙消费券，
看病的
蛮多，我等到这个月才做了根管治疗。
你是打算领吗？你是打算做什么治疗？
”
“我有两个牙齿掉了，
想去问问看，
打听一下做种植牙手术风险大不大，
要
多少钱。听说领看牙消费券能节省一点
钱，
所以还想邀你一起去，
好有个伴呢！
”
“我上个月就打电话报名，
去领了。
你赶紧报个名去看看咯，
人有蛮多。
”
最近，
各种门类的消费券成为全国
人民持续关注的话题。领券再消费，
得
到真实惠，
成为很多居民的一种消费习
惯。在湖南长沙，
为减轻市民看牙负担，
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联合好大夫口腔、
“口福行动”
口腔以及八大齿科供应商，
共同发起
“提振健康消费·500 万元看牙
消费券发放”
等系列活动。活动推出后，
受到市民的积极响应，
报名领取看牙消
费券后再去医疗机构看牙的民众颇多。
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多多少少都
有一些口腔问题，
看牙消费券的推出，
正
好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这不，
家住长
沙天心区赤岭路、
67 岁的刘女士想邀请
住在天心区仰天湖的老同学一起去领取
看牙消费券，
结果老同学说自己已经领
完了，
还看了牙。于是，
她赶紧拨打电话
0731-85573666 报了名，接线的小姑
娘说目前接诊的人数众多，通知她 7 月
30日带好相关病例资料前往看牙。

种植牙、
牙齿矫正、
牙周治疗、
儿童牙齿
治疗都能用，
做种植牙还可同时享受公益补贴

湖南看牙消费券实物图

看牙消费券送实惠，
受到市民欢迎

随着看牙消费券的陆续发放，
长沙
市民看牙的热情高涨。笔者从湖南省
老年保健协会获悉，
截至 7 月 28 日下午
5:00，通过讲座发放、机构定点发放、进
社区发放、电话报名领取等多种形式，
共发放 3000 余张面额不等的看牙消费
券。经过接线员了解患者口腔情况，
进
行相应的登记、审核后，目前已有数百
名有口腔修复、
种植等需求的市民通过
领取看牙消费券，
实现补贴看牙。
近半个月，由于多家媒体的宣传、
报道，加上已看牙市民的口头传播，好
500 万元看牙消费券面向全市发放
大夫口腔呈现凭看牙消费券争相看牙
为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全面复苏， 的小高峰，
现场人气十足。

市民领取看牙消费券火爆现场

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是在我国老龄化
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成立的一个服务于老年
群体健康的、
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该协会
秘书长赵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国内
口腔医疗收费水平整体偏高，
出现
“看牙难、
看牙贵”
的现象，
由于大部分项目不进医保，
使得老年人的口腔问题成为健康隐患，
加上
今年情况特殊，
很多老年人更是不敢进行
必要的健康医疗消费。所以，
此次响应国
家号召，
推出
“看牙消费券”
的发放活动。
据了解，
看牙消费券覆盖牙齿种植与
修复、
牙齿矫正、
牙周治疗、
儿童牙齿治疗
等各方面，
对全年龄段的人都适用。缺牙
市民如需做种植牙，
还可申领
“口福行动”
公益种牙专项补贴，
享受补贴 30%—70%
的优惠。您还在忍受龋齿、
牙周炎、
牙痛、
牙松动、牙齿脱落、活动假牙佩戴不适等
痛苦吗，
快快抓紧机会报名吧！
（文/杨蓓）

报名热线：
0731-85573666
市民领取消费券后成功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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