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岁的成都黄龙溪拉
面小哥田波红了，因为一
则视频。

视频中，田波一边跟
着音乐律动旋转跳跃，紧
闭着双眼，一边拉动着手
中的面。有网友评论，绝
对表演型人格，这小哥业
务能力强得没话说。

从今年春节开始，这
则视频便在网络上刷了
屏。然而，深处暴风眼中
的田波意识到自己红了，
已是将近一个月之后。有
外地游客不远千里，来到
黄龙溪古镇，就是专门来
看他。流水般的电话进
来，甚至有人找到他，想挖
他去工作，工资比现在高
出几千块。

从籍籍无名到成为新
晋“ 网 红 ”，他 经 历 了 什
么？2 月 22 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前往黄
龙溪古镇，在人群中找到
了被游客围观的田波，独
家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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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肾
主骨、心主血、脾主运化、肺主呼吸、肝主疏泄，各种慢性病都
由五脏虚弱受损而引起。五脏同调是解决中老年人慢性病
的好方法。

葛洪牌桂龙药膏，药材好，药量多，迅速吸收，分入五脏，

葛洪 祝您远离慢性病 晚年健康有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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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防膝骨性关节炎，中老
年人应节制饮食，适当运动，避
免身体过重，同时控制好糖尿
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就能预
防、减少或推迟膝骨性关节炎的
发生。

1、如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
础疾病，要进行很好的控制。高
血糖和高血压会引发代谢综合
征，导致肾不养骨，肝不养筋。

2、不可使受累关节负担过
重，不要长久站立。要注意保温
防风，尽量避免潮湿环境。一旦
遭遇恶劣环境，可以适当服用中

药调理，一旦遭遇风寒湿气侵
袭，可以选择含有过龙岗、老鸦
嘴、首乌藤的中药膏方，可以祛风
除湿，舒筋活络。

3、消除关节劳损因素：节制
饮食，减少体重，以减轻关节负担。

4、对肿痛的关节要轻按或
不按，对附近肌肉可重按，以改
善肌肉的血液循环和营养，防止
肌肉萎缩。

5、除适当休息外，在间歇期
应适当活动，要动静结合。可打
打太极拳，其动作轻柔缓慢。

不胖何来脂肪肝？少吃多动消脂肪
首先，经常大量饮酒即可罹患"

酒精性脂肪肝"，自然和肥胖与否无
关。其二，肥胖与否，固然望而知
之，但医学研究却也发现有一种"隐
性肥胖"，看上去并无明显肥胖，实际
上体内脂肪不少。

近年的医学研究结果显示这非
酒精性脂肪肝其实是"代谢综合征"
在肝脏中的表现。而医学研究亦发
现，代谢紊乱的起因是对胰岛素的"
抵抗"，胰岛素的功效下降，糖分不能
被充分利用，身体无法利用糖，转而
异常地分解脂肪与蛋白质，造成脂肪

与蛋白质的代谢紊乱，于是脂肪肝、
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痛风之类皆
可能发生。脂肪肝的发生，是脂肪代
谢紊乱的结果，而非肥胖的结果。

代谢综合征并非单一器官病变，
治疗上一定要考虑脏腑平衡，可以选
用中药同时调理五脏，尽快恢复人体
气血平衡。轻度脂肪肝并不需要药
物治疗，合理控制饮食，监控血糖变
化，尽量通过运动消耗脂肪，血液中
的脂肪被消耗后，身体就会自动加大
从肝脏输送脂肪的力度，从而刺激代
谢功能逐步恢复正常。

第一步：了解易发人群

动脉粥样硬化在青少年时期开始
起病，随着年龄增加，发病逐渐增多，
男性 发病较女性多。导致动脉粥样
硬化的危险因素有：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吸烟(包括被动和主动吸烟)、
肥胖、精神紧张以及缺乏运动等。

第二步：警惕早期信号

有一部分老年人的眼角膜周围会
出现一圈灰白色的环，医学上称之为
角膜老年环，这是血液中过多的胆固

醇、磷脂、甘油三酯等沉积在角膜边缘
的结果。很多老人出现过心悸气短的
症状，经常是一过式的。这是心脏供
血不足的反应，多数是由于冠状动脉
硬化和血栓引起的。要尽早开始服药
消除心悸气短，可以选择服用含有黑
老虎根、千斤拔、当归藤的中药膏方，
可以治疗气血亏虚引发的心悸气短。

第三步：及时做检查

动脉彩色超声：
可以检测颈动脉内膜的厚度，还

可以直接发现颈动脉和周围动脉是否
存在斑块。

动脉造影：
通过将造影剂直接注射到动脉

内，可以根据管腔形态的改变检测血
管壁上的粥样硬化病变，并判断其引
起的管腔狭窄程度。

临 床 上 在 造 影 过 程 中 ，把 带
微 型 探头的超声导管送到血管腔
内，就可以直接观察到管壁上的斑
块，对 检 出 早 期 粥 样 硬 化 病 变 非
常有帮助。

支原体是一种比细菌小，但又
比病毒大的微小微生物，它不像病
毒不能独立生活、需要附着在其他生
物上，它是最小能独立生活的原核生
物。打一个比方，如果细菌像一个西
瓜那样大，病毒像芝麻那样小，那么
支原体就像一个枣那样大小。

支原体有多种，其中肺炎支原
体是使宝宝致病的"祸首"。而且支
原体肺炎病程长，大部分患儿需要
在家修养治疗，了解家庭护理预防
很重要。

＊家长要让患儿多休息，卧室
要保持空气新鲜，室温保持在18～
20℃，湿度在60%左右，以防呼吸道
黏液变得干燥不易咳出。

＊饮食要少量多餐，吃营养丰
富又易消化的食物，多饮水。

＊患儿在发病期间要注意隔
离，以防传染给他人。

＊家长平时要带孩子多到绿地
等自然环境中活动。

＊家长平时要注意天气变化，
及时替宝宝增减衣服。

＊孩子的玩具要经常消毒。
＊要教育孩子在咳嗽时用手帕

或餐巾纸捂嘴，尽量减少飞沫向周
围喷射。

女性爱美是人的天性，但
一过三十岁，很多女性脸上就
会出现蝶状的褐色斑块，使姣
好的面容大失光彩，无疑是女
性美丽的天敌。中医称此病为
"面尘"、"黧黑斑"等，主要原因
是湿热蕴蒸引起。湿气和热毒
向下发展则是各种妇科炎症，
严重的湿热下注可以服用金鸡
胶囊等含有金樱根和鸡血藤的
中药，能够清热解毒，健脾除

湿，通络活血。湿热向上发展
就比较容易出现色斑，可以服
用薏菱粳米鸡粥。

薏菱粳米鸡粥：薏苡仁 15
克，菱角30克，粳米50克，鸡肉
150克。先将鸡肉洗净，切成小
块，与薏苡仁、粳米、菱角肉一
同放入沙锅中，加入清水适量，
至鸡肉烂熟，再加入生姜、盐、
味精、葱花，再煮一沸即可服
用。

老人治疗膝关节炎，必须知道的五点支原体感染
家庭护理很重要

走对这“三步”，发现早期血管硬化

宝宝安全成长记 谈骨论筋

心脑诊室
喝点鸡汤抹掉黄褐斑今日福利

脂肪肝

028-86969013

孩子突发急症全家跟着着急，谁能给点主意平静父母焦虑的心情？
老人久病不愈牵动儿女的心，谁能指点迷津破解治愈密码？女人被妇科疾病困扰，一
旦发病耽误工作、影响夫妻关系，内心的苦痛谁能理解？《空中医苑》为您解病、替您分
忧，做您知心的健康管家。

父母的老慢病，有没有让你一筹莫展？孩子一有病，是不是你就
手忙脚乱？爱人的老毛病，会不会让你为他的健康担心？《养身集》一
档全新的养生健康知识传播平台，从喝水到吃饭，从工作到睡觉，全
面解析养生之道，为您开启健康通道。

空中医苑

脱发增发遮盖白发订假发
18年品质 逼真舒适

尚一假发：隐形假发正以燎原之势影
响全国。专业针对：白发不想染发、脱发稀
少、片秃、全秃、化疗脱发等等。
锦江区大业路6号上普财富中心广场C座2009室

028-84161851 84161852广
告

更多时候,我把自己当演员

“没想到，真搞出来了大事情。”这是田
波红了之后的第一感觉。2月22日，田波告
诉记者，一切火爆的起点，只是招揽客人的“自
我救赎”。

他工作的面馆，卖的是成都黄龙溪知名
的一根面。一根面又叫“长寿面”，是黄龙溪
古镇的传统名小吃，手工制作，一根面拉开，
正好装上满满一碗。当然，作为黄龙溪的当
家美食，古镇商家围绕一根面的竞争也非常
激烈。田波工作的面馆，一墙之隔，就是另一
家名为“一根面”的面馆。

去年3月起，面馆生意越来越冷清。作
为面馆的门面，拉面师傅压力很大。

“我当时就想着搞点花样，来招揽客
人。”田波告诉记者，一开始他只是简单地扭
几个动作，把原来扯面的动作，变得更花哨。

竞争随后而来。田波的这个创意很快
被别的面馆学走了，并且经过改进，比他做
得更好。面馆老板游德勋也坦承，自己在有
意识地培训拉面师傅，迎合游客的喜好。店
里有4个拉面师傅，都有自己一套拉面动
作，但只有田波红了。

记者：什么时候感觉自己走
红了？

田波：很多人专门来看我，
点名找我，我才意识到。

记者：走红，对你的生活有
什么影响？

田波：很多人冲着我来了，一
堆电话打进来，很不适应。

记者：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
机会？

田波：有外地的企业来挖
我，喊我去工作。但是不想去，
我还是希望离家近一点，稳定一
点。

记者：很多网友在揣测，私
底下的田波是不是也是这种妖
冶款的神男子，你是不是？

田波：不是，我的性格还是
比较爷们吧。平时没什么爱好，
喜欢跟朋友一起耍，没事上上
网、看看电视。

记者：那你要离开么？
田波：暂时还不会吧。但是

不排除有好的机会，也会走。
记者：未来有什么打算？
田波：还是想开个面馆吧。

未来哈。

他 把 拉 面 跳 成 一 支 妖 娆 的 舞

走红 把拉面跳成舞蹈
“客人喜欢，何乐而不为呢”

2月22日，田波如往常般工作，面馆门
口聚集了里外三层的围观者。正在拉面的
田波，表演的正是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那个版
本。妖娆的动作，妩媚的表情，配上黄龄的
那首《痒》，整个画面活色生香。

28岁的高艳站在人群中，看着田波表
演，不断和朋友分享现场拍摄的小视频，时
不时发出笑声。“在网上看到了他表演，所以
特地来看本尊。”来自山西的高女士，跟随网
络的指引来到了这里。“这种快乐工作的心
态让我很受鼓舞。”她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每天拉面的时间早、中、晚三个时间
段，长达5个小时。除了网上流传的那套
拉面动作，田波还有自创的四五套拉面表
演。显然，他知道游客的喜好，也更愿意投
其所好。

不过，和网络上流传的那个版本有些区
别，田波现场表演的版本表情更丰富，加入
了更多即兴动作。

“他们喜欢那套动作。”田波观察到，这
套动作是最容易引观众发笑的。“反正是为
了吸引游客，何乐而不为呢。”

造谣索桥断裂致死伤
男子被拘留10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
从2月17日起，一则索桥断裂造
成人员死伤的视频让四川、江西、
广西等地的景区被“黑”，都江堰
和青城山也无故“躺枪”。青城
山-都江堰景区管理局及时报警，
警方立案调查。

近日，广西河池警方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告依法查处了发生
在该市的“2·17”网络谣言案件。
目前，该案件始作俑者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0日。
而他传播的这个视频，正是都江
堰、青城山被“黑”的同一个视频。

2月17日20时起，部分网民
在微信群、微博传播“2月17日，
河池市巴马、凤山、天峨等县部分
村民出殡时发生吊桥垮塌事故致
多人伤亡，当场死亡十余人，受伤
十余人”，并配有相关视频和图
片，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河池警方获得信息后迅速介
入调查。经查，“2·17”网络信息
及视频图片为2014年2月24日
发生在邻国的一起坠桥事故。随
后，河池警方立即启动网络舆情
处置预案，开展舆情引导，多渠道
公开辟谣。

同时，河池警方组织精干警
力对假信息源开展调查，发现该
信息首发传谣者为河池市凤山县
某建筑公司一名41岁的男性员
工陈某。他供称因为“好玩”，在
从别处获得这段历史视频后，就
不加分辨并故意捏造和散布此事
发生在“河池市巴马、凤山、天峨
等县”的虚假网络信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了解到，警方正在调查利用该视
频造谣都江堰、青城山景区的首
发传谣者。

成为“网红”
让他惶恐不安

父母并不晓得，田波
成了“新晋网红”。来自彭
山的农村青年田波，住在家
里，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
但从未向父母提及此事。
亲戚中，只有一个近亲姐姐
晓得他红了，还打来电话开
玩笑，“你跳得太难看了。”

这种网络和现实的割
裂，让他很不安。每次看到
人群围着他，他总会感到紧
张，“不适应。”田波说，人们
看着他笑，有时他强撑着表
演，但也有破功的时候，“我
会跟着他们一起笑。”

被当成“网红”，也让
田波惶恐。更多的时候，
他把自己当成“演员”，表
演结束后，决口不提面馆
的工作。

眼下，父母催着他赶
紧成家，他觉得此时立业
更重要。“今后还是要开个
面馆吧。”

“每一次有了新动作，很快被同行‘拿来
主义。’而且比他跳得更好。”为此，田波很是
苦恼了一阵子。直到去年国庆前后，店里的

“大总管”刘勇出了一个绝招——干跳没意
思，加点音乐如何？这次的探索，第一次表
演的不是田波。但店里所有人都感觉，这次
路子对了。

田波每天也在表演，有些游客拍了些视
频到网上，但没有溅起任何浪花。直到有一
天，黄龄的《痒》在店里响起。这首曲子配上

田波柔软的身段，“简直绝配！”
店里漂亮的女拉面师林孃孃觉得，还是

缺点东西。林孃孃决定，要对田波的表演加
点料。她让田波跟着她学，一个动作，一个
表情，一个眼神，一番培训下来，“我都不好
意思了。”

“原来只是妩媚，现在是妩媚加风骚。”
田波一开始非常排斥，觉得太“娘炮”了，表
演时非常放不开。但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次
田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曲目”。

成都黄龙溪拉面小哥“走红记”：

初心 拯救黄龙溪“一根面”
“没想到，真搞出了大事情”

探索 妖娆+销魂
他终于找到了“灵魂曲目”

迷茫 我不是
妖冶的神男子

对话拉面小哥/

田波“风骚”地边拉面边跳舞，丰富的表情吸引了游客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