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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太感谢您了，20年前我
左边的甲状腺是您父亲应崇贵医生
切除的，想不到，20年后我会碰到
您，并且也成功帮我做了甲状腺手
术，真是缘分啊！”近日，在市中医
院外科病房里，患者王某拉着应健
主任的手感激地说道。

相隔20年
患者遇上父子医生

这是一段怎样的缘分呢？原来
患者王某在 20年前因左侧甲状腺结
节找到应崇贵医生，并做了左侧甲
状腺腺叶切除，病理检查结果为良
性，术后恢复良好。

但在随后的 20年里，王某没有
听从应崇贵医生的定期随访复查嘱
咐。近日，王某发现自己颈部有一
肿块突出，就到当地医院检查，发

现右侧甲状腺和中间偏左的残余甲
状腺又长了两个结节，心里不由得
焦急万分。通过打听，得知市中医
院甲乳外科的应健主任刚从复旦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回来，而且已
成功开展了多例高难度甲状腺癌手
术，便慕名来到市中医院就诊。接
诊后，应健主任仔细询问了患者病
史，并结合其目前的症状、体征及
影像检查结果，判断患者甲状腺结
节恶性可能性较大，建议手术治疗。

交谈过程中，王某得知眼前的
医生就是当年替自己主刀的应崇贵
医生的儿子时，心里的恐惧不安也
减轻了不少，立即决定入住市中医
院外科进行手术治疗。

共商方案
实施高难度根治术

患者入院后，应健主任与父亲
（玉环市终身名医应崇贵医师）共同
商讨并细致为其制定手术方案。入
院第二天，完善各项检查后，病患
被送进了手术室，顺利地切下结
节，送快速切片检查，15分钟后病
理科来电话，切片结果提示“乳头

状癌”。接下来，应健主任带领团队
进行常规的“右侧甲状腺加峡部甲
状腺全切除术”，再加“右侧神经旁
及气管前淋巴结清扫术”。这时候难
题来了，因为其中峡部的甲状腺癌
偏向左侧，为了手术清扫的彻底
性，需行左侧淋巴结清扫。问题接
踵而至，左侧因为做过手术，指挥
声带的神经已经与周围淋巴脂肪和
食管表面紧紧粘在一起，要找到宽
1—2毫米神经就已经很困难了，还
要分离切除神经表面的淋巴脂肪组
织，手术难度非常大，稍有不慎将
导致患者失声。

凭借娴熟的手术技巧，以及父
亲传授的复杂甲状腺癌根治经验，
应健主任经过半个小时全神贯注的
分离，左侧一条神经总算完整暴露
出来了，这也预示着手术完美结束。

术后第五天，患者发音正常，
手足无麻木，喝水没有呛咳，恢复
良好，并顺利拆线出院，也就才有
了开头的叙述。应健主任也深感缘
分之奇妙，但还是为患者之前没有
复查感到担忧，所以嘱咐道，“回去
之后注意休息，一定要定期复查，

切不可掉以轻心。”

治疗“懒癌”绝不能偷懒
据统计，我国近 30年间甲状腺

癌的发病率已升高近3倍，位居女性
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首位。绝大部分
患者得了甲状腺癌，竟然一点感觉
都没有。但是，一旦觉察到不舒服
时，很可能是颈部肿块压迫到喉部
气管，这时便不得不采取手术治疗
了。甲状腺癌病程长，发展缓慢，
相对于其他恶性肿瘤，其行动较为

“懒散”，因此被医生们形象地称为
“懒癌”。虽然患者短期内无生命危
险，但忽视它的存在也会带来无法
弥补的后果。

应健主任提醒，“懒癌”的致死
率很低，要遵循“早发现、早治
疗”的原则，治疗“懒癌”绝不能
偷懒。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时，要
及时跟踪随访，而且手术后不管是
良性还是恶性，一定要定期复查，
一般第一次的复查时间是术后第一
个月，前三个月要一月一次，待甲
状腺功能稳定后可以三个月或半年
一次。 郑丹红

20年前，父亲实施结节手术；20年后，儿子为复发结节再做手术

父子医生间隔20年救治同一人

《本草衍义》记载：“神农尝
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
之。”此处的“荼”即是现在的

“茶”。茶属中药一族，故善养生
者以茶为药，拾遗补缺。从中医
养生的角度来看，每个人体质不
同，每种茶的性味也不同，如果
能依据体质特点来选择合适的茶
饮，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同茶类由于加工工艺、品
种、地域、季节等因素的差异，
其性味特点有所不同：绿茶属不
发酵茶，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C，性凉而微寒；白茶是微发酵
茶，温凉平缓，不过，“绿茶的
陈茶是草，白茶的陈茶是宝”，
陈放的白茶有去邪扶正的功效；
黄茶属部分发酵茶，性寒凉；乌
龙茶属于半发酵茶，性平，不寒
亦不热，属中性茶；红茶为全发
酵茶，性温；黑茶属于后发酵
茶，茶性温和，滋味醇厚回甘，
刺激性不强。根据《中医体质分
类与判定》 中体质和常见表现，
推荐饮用的茶叶种类也各有侧
重。

平和体质。平和体质是正常
功能较协调的体质，通常面色红
润、精力充沛。这类人提倡顺应
自然，各类茶都可以喝一些，例

如春饮花茶理郁气；夏饮绿茶驱
暑祛湿；秋品乌龙解燥热；冬喝
红茶暖脾胃。

气虚体质。气虚的人容易倦
怠无力、少气懒言，或头晕目
眩，面色有点黄。这类人适合喝
普洱熟茶、乌龙茶，搭配黄豆、
玉米、豌豆等制作的点心同食。

阳虚体质。表现为阳气不
足，畏寒怕冷，不敢吃凉的东
西。喝茶可以选择红茶、黑茶、
重发酵乌龙茶 （岩茶），阳虚重
者，可以在茶里稍加几片干姜同
饮，不推荐喝绿茶、黄茶、苦丁
茶。

阴虚体质。这类人群的特点
是内热，手脚心发热，易口燥咽
干，眼睛干涩，大便干结。可多
饮绿茶、黄茶、白茶、苦丁茶、
轻发酵乌龙茶，另外可搭配些枸
杞、山药、石斛、麦冬同泡饮，
慎喝红茶、黑茶、重发酵乌龙茶。

血瘀体质。这种体质的人多
面色黯淡，舌质瘀暗，或舌边、
舌尖舌中有瘀斑，身体常有刺
痛，皮肤呈鱼鳞样改变，如舌质
偏淡，怕冷，可喝红茶，如果舌
质红，体质偏热，可喝绿茶。

痰湿体质。这类人多体形肥
胖，腹部肥满松软，易出汗，面

油，嗓子有痰，舌苔较厚，可喝
橘普茶、红茶，佐以干姜同饮。

湿热体质。这类人时常湿热
内蕴，面部和鼻尖总是油光发
亮，脸上易生粉刺，皮肤易瘙
痒，常感到口臭。宜多饮绿茶、
黄茶、白茶、苦丁茶，慎喝红
茶、黑茶、重发酵乌龙茶。

气郁体质。体形偏瘦，多愁
善感，感情脆弱，常感到乳房及
两肋部位胀痛。尽量少饮含咖啡
因多的茶，适合喝山楂茶、玫瑰
花茶、菊花茶、佛手茶、陈皮茶。

特禀体质。这是由遗传因素
和先天因素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状
态的体质，通常表现为易对药
物、花粉、季节等过敏。这类人
群不宜喝浓茶。

专家表示，《黄帝内经》称，
“阴阳匀平，命之曰人。”健康的
体质讲究的是“阴阳平衡”。因
此，总的来说，大家可以根据茶
的温凉偏性来选择：阴寒体质，
如时常畏寒的人，适合喝温性
茶；阳性体质，如容易燥热的
人，适合喝凉性茶；正常体质，
阴阳均衡，就顺应时节喝茶，无
论哪种体质，最关键的还是要保
持心态平和，按照自然简单规律
的方法去生活，不然过犹不及。

畏寒怕冷喝红畏寒怕冷喝红茶茶 口燥咽干饮绿茶口燥咽干饮绿茶
辨清体辨清体质喝对茶质喝对茶

细 心 的 消 费 者 会 发
现，如今市场上出售的白
菜有的叶片发黄发白，颜
色淡，有的叶片则是青绿
色的。据蔬菜研究专家介
绍，叶片青绿、菜帮也偏
绿的白菜叫“青口菜”，其
在生长过程中因为光合作
用较强，因而肉厚、粗纤
维丰富，吃起来“筋”多
不易烂，但储存一段时间
后，口感会更好，适合炖
菜或腌制酸菜等；叶片呈
淡绿、黄绿或黄白色、菜
帮呈白色的白菜叫“白口
菜”，其肉质薄而嫩，口感
甘甜，可以炒着吃，适合
随买随吃。两者虽然口感
不同，但在挑选方面有一
些共同之处。

体型小的更嫩。应挑

选包裹较密实的大白菜，
个大一二顿可能吃不完，
风味也淡一些，中小个头
最好，口感也更脆嫩。

手感较沉的更新鲜。
个头相似的大白菜，应选
择手感较沉的，其水分充
足，新鲜度更高。

首选没黑点或黑点少
的。白菜帮上的黑点可能是
栽培过程中使用过多氮肥造
成的生理病害，黑点不多
的白菜可以吃。白菜受蚜
虫侵袭后，可能会在叶上
留下黑色的粉末状物质，
这是蚜虫的分泌物，烹调
前用水冲洗掉即可。但如
果白菜上出现大块的黑斑
或腐烂，可能是贮存中得
了 “ 黑 斑 病 ” 或 “ 软 腐
病”，这样的白菜不要买。

青帮白菜筋多
白叶的味儿甜

学期已过半，但仍有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
检查视力。专家建议，家
长应每半年带孩子到医院
检查一次视力，并根据其
视力情况及时更换眼镜。

“一方面，儿童处于生
长发育期，瞳距会随之变
化，近视情况也在发展，
镜片需及时调整。另一方
面，儿童活动能力强，镜
片易磨损，长时间使用模
糊镜片会造成眼睛疲劳，
严重时可能加重近视。”眼
科专家表示，及时更换眼
镜对近视儿童来说非常必
要，切勿等到镜片磨损严
重，或孩子自己说眼镜看
不清了才换眼镜。

针 对 很 多 家 长 认 为
“ 防 蓝 光 眼 镜 能 预 防 近
视”，专家解释，蓝光主要
来自太阳光，其他来源为
荧光灯、LED电子屏幕等设
备。蓝光并非全部有害，
只有短波蓝光才会对眼睛
健康产生影响，并且是在
长时间、高强度、不间断

照射的情况下。儿童每天
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并未
达到造成伤害的程度，且
电子屏幕产生的蓝光强度仅
为自然光的几十分之一或几
百分之一。而儿童长时间佩
戴防蓝光眼镜，自然界蓝光
中的有益波长被阻挡，反而
会引起近视。“因此儿童不
宜佩戴防蓝光眼镜，不但无
益，反而有害。”

“导致近视的主要原因
是看东西距离太近，长时
间室内用眼，以及不能接
受全光谱阳光照射。”专家
建议，科学护眼首先要做
到三个“20”，即每用眼 20
分 钟 看 20 英 尺 （约 为 6
米） 远的物体，再休息 20
秒。其次，室内光照要均
匀，也就是说台灯和整个
房 间 都 应 该 很 明 亮 。 第
三，户外活动非常重要，
学龄期儿童每天至少保证 1
小时户外活动时长，节假
日最好能达到每天2小时以
上。平均每周户外活动总
时长达到10至14个小时。

孩子说看不清才换眼镜？
专家：太迟了

乘坐长途车或
私家车的人，坐几
个小时车后，往往
觉得颈部很不舒
服，原因是什么
呢？

作为乘客，常
见的坐姿是腰腿放
松，枕部紧贴座
托，看起来已经很
舒适了，但坐久了
脖子还是不舒服。
这是因为，座托只
能支撑后脑勺，颈
后是空的，缺乏足
够的承托。所以，
坐长途车时可以带
个高度合适的U型
枕，架住悬空的脖
子 ， 就 会 舒 适 很
多。

有时坐车时间
长了，乘客难免犯
困，睡着睡着头就
歪向一边。头颈缺
乏支撑，在汽车颠
簸 过 程 中 不 停 甩
动，容易造成颈部
肌肉、关节和椎间
盘损伤。很多人睡
着时上半身也会过
于歪斜，这种睡姿

腰部悬空，骶尾部受力，腰椎处于折
角状态，加上上下颠簸，不仅容易出
现腰痛，还会增加椎间盘突出的风
险。所以，在车上睡觉最好也枕着U
型枕，给脖子一个支撑，也保证睡着
后身体不会歪向一边。坐副驾的乘客
可以把椅子放倒，枕在 U 型枕上睡
觉。但要提醒的是，乘客最好不要睡
觉，避免影响应对突发事故时的反应
速度。

另外，有些人上车后习惯玩手机
打发时间，或工作需要必须用手机。
但汽车颠簸使头颈部上下震荡、左右
摇晃，伸颈低头的状态下，落在颈椎
上的重量增加数倍，更容易损伤颈
部。车上看手机，也要保证腰背部贴
紧、颈后不空，使颈椎保持自然放松
的状态，并且将屏幕放到合适的距离
和高度。如果达不到，时间不能太
久，最好不超过5分钟。

当然，由于汽车座托的形状、角
度和个人背部高度不同，相匹配的靠
枕很少，常需要个人化调整。如果太
薄，起不到承托作用；太厚则使颈椎
呈屈曲状态而得不到放松。如果实在
没有合适的枕头，还可以灵活使用衣
服或者围巾，临时卷成“小枕头”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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