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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好、
住的好、玩的好、照护好、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 、食堂、护
士站、老年大学、琴棋书画特色班、
24小时热水、冰箱、互动电视、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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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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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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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负氧离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公
场所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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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周琳）最近一年
多来，72岁的刘大爷，走路总有点别
扭，经常左腿小腿肚酸胀、疼痛难忍。
在家附近诊所换了半个月的药都不见
好，听人说可能是脉管炎，得截肢。刘
大爷赶紧来到哈医大四院血管外科，被
诊断为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最后，黄任平通过微创斑块切除
术联合药物球囊治疗，解决了刘大爷
下肢缺血的问题。刘大爷的腿不仅保
住了，而且走路不跛了，烫伤伤口也长
好了。

据黄任平介绍，“下肢动脉硬化性
病变，与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
年老、吸烟等因素相关，病人的动脉血
管壁上形成看似米粥样的物质，医学上
叫粥样斑块，所以，动脉硬化又叫动脉
粥样硬化。动脉硬化性病变，一般是全
身性疾患，腿上的动脉血管由于发生粥
样硬化引起的病变叫下肢动脉硬化闭

塞症。”据介绍，下肢动脉
硬化闭塞症根据病程的
发展和严重程度分三期，
早期称为间歇性跛行期，
其表现正如刘大爷一样，
走一段后，由于腿上动脉
血管狭窄或闭塞，引起下
肢供血不足，多为小腿无
力、肌肉疼痛、酸胀，经短
暂休息后，血供恢复，继
续行走后，还会出现同样
的情形，医学上称为缺血
性间歇性跛行。

此前，有些市民常常
不够重视，没有经验的医

生也认识不足，常被认为年老、脑梗塞、
腰腿痛、缺钙等而延误治疗。病情继续
发展到第二期即静息痛期，病人可表现
为下肢重度发凉、麻木，同时即使不行
走时足趾也有疼痛，夜间尤重，称为静
息痛，病人难以入睡，严重影响身心健
康。如果用热水洗脚或热水袋暖脚，使
脚的局部代谢加快，加重缺血，造成不
易治好的损伤。第三期即坏疽期因下
肢严重缺血导致小腿溃疡或脚趾发黑
坏死，此期面临截肢。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以50岁以上
的中老年发病较多，糖尿病患者更容易
早期发生动脉硬化，在此提醒中老年人
注意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合理膳食，适
当运动，积极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如果出现下肢间歇性跛行、下肢凉
麻、肢体破溃久治不愈应到血管科就
诊，检查有无血管疾病，以便得到专科
医师及时正确的指导和治疗。

七旬大爷
走路小腿疼痛一年多
哈医大四院血管外科微创治好

哈医大四院医生：
这是腿部血管长“斑”了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什么？血管也能长
斑？近日，市民王阿姨就遇到这样的闹心事。走
几步路腿疼难忍，来到哈医大四院检查后，竟然是
由于腿部血管里长了“斑”。经过及时治疗，目前，
王阿姨恢复良好。

最近半年，家住哈市南岗区67
岁的王阿姨，感觉自己有点“老”了，
走几步路腿就疼的不行，便经常和
孩子念叨，自己老了走不动了。王
阿姨的女儿听到后，感觉有些不对
劲，于是，便带着王阿姨来到哈医大
四院血管外科。经查，原来导致王

阿姨走路腿疼难忍的“真凶”竟然不
是老了，而是血管里可能长出“斑”
来，形成血栓。好在经过及时手术
取栓，王阿姨目前恢复良好。

据哈医大四院血管外科教授黄
任平介绍，“人体除了毛发、指甲、角
膜等，血管遍布全身。如果脸上长出

一颗痣、一块明显的斑，很多人都会
在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种因
素的改变，血管里也可能长出‘斑’
来、形成血栓，或者发生狭窄、扩张或
曲张。”据了解，血管“长斑”虽然不像
脸上的变化那么显示易见，但天长日
久也可能存在各种健康隐患。

六旬阿姨走几步路腿疼难忍 竟是腿部血管“栓”住了

有句话说“人老腿先老”，有不
少老年人对于腿部疼痛、走不动都
比较悲观，认为是无法避免的正常
老化。其实这是误区，在血管病大
家族里，有一种常见病——下肢动
脉硬化闭塞症，也可出现类似的腿
部症状。

“这种病早期常表现为腿部发
凉、麻木，肌肉抽筋等。”黄任平指
出，由于这些早期症状并不典型，很
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所以常会被
误认为是老年人缺钙或是腰椎、关
节出问题，或以为是风湿、痛风导

致，延误了治疗。
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不同，下

肢动脉血管闭塞早期可表现为双脚
发麻、发冷，疼痛，中期出现间隔性
跛行、静息痛，走不动路，发展到后
期严重者脚溃烂、发黑甚至可能面
临截肢。出现以上症状的人群应到
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检查确诊。

“其实，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在
老年人中十分常见。”黄任平提醒，
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超
重、缺乏运动等六大风险因素和下
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病有直接关

系。当老年人出现腿部疼痛、走不
动，除了做骨科、风湿病排查外，建
议也要排查是否存在因下肢动脉硬
化闭塞引起的缺血性导致腿疼。

这类缺血性引起的腿部疾病，
除了有疼痛感，还伴有下肢温度明
显降低。由于下肢动脉堵塞了，足
背动脉搏动不正常。另外，由于动
脉堵塞造成下肢血液供应不足，走
路时间越长腿可能越疼。而腰椎、
关节病导致的腿痛，通过改变体位
可使症状减轻或缓解，同时肢体动
脉搏动正常，比较好鉴别。

医生：“人老腿先老”是误区 可能是腿部生病了

男子腿部总发凉 特别怕冷
哈医大四院医生从其腿部取出20多块斑块

男子腿部血管被堵
医生清理出20多块斑块

近日，家住哈市65岁的姜先生因
“腿梗”就诊于哈医大四院血管外科。
原来，姜先生最近感觉腿部总是发凉，
而且特别怕冷。更让他郁闷的是，有时
候走路有点跛行，一瘸一拐的。在来到
哈医大四院明确其病变后，黄任平主任
医疗团队为其进行了血管内“机械手”
清除垃圾术，清除了20余块斑块。术
后第二天，姜先生离床活动，之前的下
肢疼痛症状消失。

据介绍，该手术是减容治疗方法，
针对下肢动脉斑块旋切清除结合药物
涂层球囊扩张治疗，使闭塞动脉再通，
改善下肢缺血症状，该技术尤其适合对
支架置入存有排斥心理的患者，避免体
内异物置入及支架后再狭窄等问题。

啥叫“腿梗”？啥症状？

“很多人会问什么是‘腿梗’，指的
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由于下肢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引起下肢动脉狭
窄、闭塞，进而导致肢体慢性缺血。”据
黄任平介绍。随着社会整体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下肢动脉硬化闭

塞症的发病率逐年提高。吸烟、糖尿
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病、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症、高凝状态、血液粘着性增高及
高龄等是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危
险因素。其中，吸烟与糖尿病的危害最
大，二者均可使周围动脉疾病的发生率
增高 3倍～4倍，合并存在危险性更
高。其次是高脂血症，尤其是血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与全身多部位动脉
粥样硬化的发生密切相关。

腿梗有啥症状吗？据了解，早期可
无明显症状，或仅有轻微不适，如畏寒、
发凉等。之后逐渐出现间歇性跛行症
状，这是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的特征
性症状。表现为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
患肢疲劳、酸痛，被迫休息一段时间；休
息后症状可完全缓解，再次行走后症状
复现，每次行走的距离、休息的时间一
般较为固定。病变进一步发展，则出现
静息痛，即在患者休息时就存在肢端疼
痛，平卧及夜间休息时容易发生。最终
肢体可出现溃疡、坏疽，甚至截肢。

黄任平提醒，目前治疗下肢动脉硬
化闭塞症的方法很多，针对不同病情的
患者医生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建议
患者出现上述症状时能尽早就诊，避免
肢体出现溃疡坏疽等恶性后果。

生 活 报 讯
（记者周琳）立冬
之后，寒冷的天气
使医院的病人逐
渐增多，这其中，
血管堵塞性疾病
患者尤为突出，心
梗、脑梗还有“腿
梗”发病率明显增
加。

67岁阿姨感叹“人老腿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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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文娱 (0451)84642390

《风起洛阳》开篇，在洛阳城最热
闹的南市，两名告密者去找王一博饰
演的“百里弘毅”告密。追剧时，对于

“告密者”这个身份，不少网友表示出
好奇。

采访中，李世龙称历史上确实有
这样一类人，第一个告密者便是商纣
时的崇侯虎。而武则天称帝时，为了
鼓励天下人告密，她制定了详细的法
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即大唐所有
的平民百姓都可以随时找地方官员
要求去洛阳告密，地方官员接到请求
后，不能问任何关于告密的内容，需

要做的就是为告密者准备车马。告
密者路上路过的驿站，都要以接待五
品官员的标准来接待。如告密者所告
之事属实，那么其马上会被封官；如发
现告密者所言不实，那也不会追究其
任何责任。于是大量告密者涌入了洛
阳，反正告密不需要任何成本。

李世龙表示，当时的发明家鱼保
家还设计了一种叫作“铜匦”的工具，
简言之就是个意见箱，也是鼓励告
密的利器。武则天很满意这件作
品，下令将它安放在朝堂之上，她要
的是众人面对铜匦时的战战兢兢。

12 月荧屏，《风起洛阳》风头正劲。
这部根据马伯庸小说《洛阳》改编，由黄
轩、王一博、宋茜等人主演的古装悬疑剧，
讲述了武周时期一群出身不同阶层的人，
为调查洛阳悬案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随着剧情的推进，网友们对其中一些
历史细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唐朝武则天
时期男女大婚，男方要行跪拜大礼，女方
则不用，这没错吗？剧中的“贫民窟”不良
井，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吗？当真有“告密
者”这一群体吗？为此，生活报记者采访
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教授李世
龙，请他参照史料对剧情进行解读，给大
家补习一下历史课。

生活报记者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吴海鸥王雪莹王雪莹

剧中，王一博饰演的“百里弘毅”和
宋轶饰演的“柳然”大婚时，女方仅用团
扇掩面，男方则行了跪拜大礼。看到这
儿，不少网友坐不住了：“一般古装剧
中，大婚均是男女双方一起跪拜。《风起
洛阳》这细节，是不是出现了Bug？”

对此，李世龙给出了解释。他称唐
代结婚确有“男拜女不拜”的风俗。武
则天执政时期，由于当时“母仪天下”、

“阴盛阳衰”，因而女子的地位非常
高。于是武则天下令，在行为礼仪上
女子不必行跪拜肃礼，而是“拜而不
跪”。著名学者王弘力在其《古代风俗
百图》中，就有一幅名为“新妇不跪”的
图画。上面还附有诗云：“并蒂莲花两
相偎，红毡展地迎亲回。新妇不拜新
郎拜，感谢天公为良媒。”而这，即为最
形象有力的证明。

剧中，黄轩饰演的“高秉烛”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不
良人”，他出身于“不良井”。从剧
中简单的介绍看，“不良井”就是
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在这里生
活的人都是罪臣的后人，他们不得
擅自离井，只能在井内范围活动。
历史上，“不良井”真的存在吗？

李世龙称，“不良井”是剧中
架空的一个地方，在史料中并没
有记载。但看“不良井”周围有好
多石窟和佛像，或许其位置是在
洛阳龙门石窟附近。至于有网友
猜测“不良井”是不是罪臣后代流
放自生自灭的地方，具体就不得
而知了。

剧中，神秘莫测的“联昉”是圣人的
耳目和情报机关，负有监察之责，无孔不
入，无所不知。神都城的一切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联昉”的眼睛。“联昉”体系森
严，架构严密，外人很难一窥究竟。对于
这个机关的设定，剧方是有历史依据还
是虚构的呢？

李世龙表示，唐朝长安城的治安管
理体系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并不是单独
由某一个部门或者衙门负责。这个管理
体系以京兆府为核心，里坊系统为基层
组织，金吾卫等中央机构为辅助的综合
体系。当时长安城划分成108个里坊，每

个坊都有垣门，可以看做一个个封闭的
独立区域。坊里的门和市场的门都有
专人把守，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开启和关
闭，并且在夜间实行宵禁。超过一定时
间就不许在街上行走，犯禁者要承担法
律责任。长安居民的住所和商店都开
设在这种里坊之内，即使早上商人们进
入坊内自家的店铺，也要接受守门官吏
的盘查。这种封闭式的结构便于维持
治安，减少了违法犯罪的发生。至于剧
中提到的“联昉”一说，史料中并未记
载。但坊间区域皆为独立，或许当时有
一个这样的组织也未可知。

剧中，无论当朝官员还是市井小
民，都称呼武则天为“圣人”。追剧时，
有网友提出疑问：“通常来说，皇帝的
称呼多数是陛下、皇上、万岁等，为什
么要称呼武则天为圣人呢？”

对此，李世龙给出了解释：“圣人”
一词出自《礼记·大传》。上面写道“圣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即
圣人坐北朝南而治理天下，能治理天

下的自然是帝王，所以将皇帝称作“圣
人”是理所当然的。唐朝时期，“圣人”
是皇帝的代用词，武则天和唐高宗被
人合称为“二圣”。唐高宗李治曾公开
在朝堂上确认武则天的身份，两人一
同上朝，史称“二圣临朝”，意思就是说
这个国家有两个君主。后来武则天当
上了女皇帝，称武则天为“圣人”更是
顺其自然的了。

剧中剧中““不良井不良井””住的是罪臣后人住的是罪臣后人

历史没记载，属架空的一个地方

剧中剧中““联昉联昉””是圣人的情报机关是圣人的情报机关

历史上未有记载，是否存在不得而知

剧中官员和百姓均称武则天剧中官员和百姓均称武则天““圣人圣人””

唐朝时“圣人”是皇帝的代用词

剧中剧中““告密之风告密之风””盛行盛行

武则天称帝时，告密者很“吃香”

生活报讯（记者 王雪莹）明
年的情人节，你有安排吗？陪着
心爱的人去看一场名叫《不要忘
记我爱你》的电影可好？生活报
记者了解到，影片由古力娜扎、
刘以豪、张歆艺主演，讲述了一
个甜蜜又动人的爱情故事：“星
玥”的恋人“陆尧”记忆只能保存
一天，这对在外人看来没有明天
的情侣，却愿意为了彼此勇敢一
次。

近日发布的定档预告中，娜
扎和刘以豪饰演的情侣在雨中

并肩奔跑，在天台浪漫拥吻，在每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留下自拍。两人
的爱情火花四溅，令不少观众直呼“太甜了！”而一句“即使争吵过伤
心过，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爱情”，既是电影主人公的写照，也是每一
对情侣的真挚期许，愿爱情永不过期。

《《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爱你》》发定档预告发定档预告

网友：古力娜扎和刘以豪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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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洛阳风起洛阳》》

剧中大婚戏剧中大婚戏，，王一博跪地王一博跪地、、宋轶站立宋轶站立

唐代结婚确有“男拜女不拜”风俗

《《风起洛阳风起洛阳》》热播热播 唐代婚俗唐代婚俗、、组织结构等情节点燃观众学习兴趣组织结构等情节点燃观众学习兴趣

冰城专家给你冰城专家给你““补补””历史历史::
告诉你一个真实大唐告诉你一个真实大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