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格罕组织细胞增生症、儿童
EB病毒感染、儿童血友病诊疗新进
展、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儿童无基
础疾病的深部真菌感染诊治……

12月20日，在郑州市儿童医院
举办的河南省儿童血液肿瘤疾病诊

疗新进展学习班上，汤静燕、吴润
晖、申昆玲、张永红等国内知名专
家，向我省医护人员讲授了儿童血
液肿瘤疾病的最新诊治进展、治疗
体会。

据悉，从2009年，郑州市儿童

医院每年都会组织血液肿瘤疾病学
习班，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为大家分
享疑难病例和最前沿的治疗方法，
提升省内儿科血液肿瘤疾病治疗水
平，降低基层医院对儿童血液疾病
误诊、误治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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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全国疼痛学术
研讨会暨第三届颈肩腰
腿痛及针刀医学大会，将
于2015年1月10日、11
日在郑州举行，河南省中
医院将负责承办本次医
学盛会。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
分会继任主任委员、北京
医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北京天坛医院
疼痛科主任刘延青，天津
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
委员、教授、主任医师郑
宝森，著名人工关节置换
专家、博士生导师孙永
强，线针刀和弧刃针刀发
明人、全国颈肩腰腿痛培
训“八合一”精华班主讲
专家、河南省中医院疼痛
科主任王学昌，河南省人
民医院疼痛科主任夏令
杰，著名风湿骨病专家郭
会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二五”针灸推拿重点
专科学术带头人周友龙，

河南省推拿按摩首席专
家张世卿，郑州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庄
志刚等等医学名家，将联
袂出席本次盛会。

会议将以疼痛（特别
是颈肩腰腿痛）及针刀医
学为主要专题进行学术
探讨。期间还将专门组
织疼痛、颈肩腰腿痛、骨
科、康复、风湿、针灸科主
任峰会，会后将安排参观
河南省中医院疼痛科门
诊、病房及实体操作等。

本次会议由颈肩腰
腿痛网、世界疼痛学会联
合会、中华颈肩腰腿痛医
师学会、中华针刀医师学
会、北京汉章针刀医学研
究院、河南省中医骨伤专
业委员会、河南省推拿学
会、郑州市软组织病研究
会、宣蛰人软组织外科医
学会等机构共同主办和
协办，提前报名免交会务
费。

针对这一现象，周红刚主任
给大家介绍6种自查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办法，希望大家重视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发生。

1.仰卧位，然后坐起，观察自
己下肢是否因疼痛而使膝关节
屈曲。

2.仰卧位，自行或旁人用手
轻轻触后腰部、腰椎正中及两
侧，检查是否有明显的压痛。

3.轻轻咳嗽一声或数声，腰
痛是否加重。

4.仰卧位，患侧膝关节伸直，
并将患肢抬高，观察是否因疼痛
而使其高度受到限制。

5.在急性扭伤后，是否跛
行。如走路时一手扶腰或患侧，
下肢怕负重，而呈一跳一跳的步
态，或是喜欢身体前倾，而臀部
凸向一侧。

6.仰卧位休息后，疼痛仍不
能缓解；在侧卧位、弯腰屈髋、屈
膝时，疼痛症状能否缓解。

腰椎间盘突出了该怎么办
呢？周红刚告诉大家不要着急，
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很多，
要遵循“阶梯疗法”，早期可到正
规医疗单位使用保守治疗，如口
服药物、针灸、按摩、牵引等方法
缓解症状；如果经过3个月的保

守治疗症状没有明显减轻者，或
对于症状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只要影像学结果显示比较严重，
症状发生出现时不用再保守即
可进行微创治疗；对于有严重椎
体滑脱、先天性椎管狭窄的患者
就要采用开放手术治疗。

据悉，超微创椎间孔镜技术
是目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最先
进的技术，它的适应证特别广
泛，适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椎间
盘突出患者，并且创伤小、安全
系数高、恢复快、是腰椎间盘突
出治疗阶梯的重要手段。

咨询电话：0371-68690000

2015全国疼痛学术研讨会
暨第三届颈肩腰腿痛
及针刀医学大会将举行

“腰突”病因多 看你中招没？
阅读提示 |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腰腿部经常莫名其妙的疼痛，到医院一检查，腰椎间盘突出了，到底为什么腰椎

间盘突出这么猖狂，不论老人、年轻人都不放过呢？导致你现在坐立难安的“真凶”到底是谁呢？

脊柱健康加油站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腰突”幕后元凶众多

“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原因
很多，其中，椎间盘的退行性变，
是发生腰椎间盘突出的基本因
素。”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疼
痛科主任周红刚介绍说，椎间盘
的生理退变从20岁开始，30岁
时退变已明显，而损伤、积累性
劳损是椎间盘的退变性的主要
原因，也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重要
因素。

周红刚解释说，有很多长期
从事弯腰工作或者经常弯腰提
取重物者，会使腰部过度负荷、
劳损，容易形成积累性劳损，加
速椎间盘的退变，在椎间盘退变
的基础上于异常姿势下，椎间盘
反复承受生理性应力或超生理
性应力的作用，就会导致椎间盘
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

而腰部的特殊运动方式及

运动突发性冲击力、持续压力、
腰部的过度伸屈及旋转可使椎
间盘内的压力增高几倍或几十
倍，易导致椎间盘损伤，多是软
骨板破裂、髓核突出或脱出、纤
维环很少发生破裂。在腰部失
去肌肉保护或准备不充分的情
况下，腰部的急性损伤即可造成
椎间盘的突出。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忍受着腰椎
间盘突出症带来的痛苦。周红
刚说，年轻人，学生，特别是一些
白领阶层的人，每天都坐在电脑
前，回家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玩
手机，因为长时间的静力性腰椎
前屈而引起的椎间盘、脊柱肌群
和椎间韧带等的疲劳，导致腰椎
间盘突出症发生在20多岁的年
轻人身上。

周红刚说，随着私家车的增
多，一些人出门就开车，当他们
在座位承受颠簸时，遭受持续垂
直震动的作用，腰椎间盘内压持
续性增高，而持续震动亦可累及
微循环，产生椎间盘营养障碍，
氧分压和细胞活性明显减低，从
而加速腰椎间盘退变的进程，长
此以往，就可能引起腰椎间盘突
出。

听到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
突出时，也许你感到不可思议，
这却是真可以发生的。周红刚
说，当有剧烈的咳嗽、打喷嚏、屏
气、便秘等明显腹压增高的情况
下，这些动作均可使椎管内压力
增加，影响椎节与椎管之间的平
衡，促使髓核突出。另外，吸烟、
受寒与潮湿、过度肥胖等均可导
致腰椎间盘突出。

●治疗遵循“阶梯疗法”

你听说过用“水”做
手术吗？日前，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创面修复中
心利用国际领先的“水
刀”技术，为一位双臀部4
期压疮合并脓毒血症患
者成功完成创面清创手
术，这也是我省首例用

“水刀”完成的慢性创面
清创手术。

“水刀”专业名称为
“水动力清创系统”，使用
超音速的高压生理盐水
水流在创面上切线运动，
能快速、精确地选择、切
除并回吸创面上的失活
组织、细菌、污染物和生
物膜，目前这一国际先进
的仪器已被应用于开放
性创面的手术清创。

“相比传统的手术刀
清创，利用‘水刀’精确清
创可最大化保留正常组

织，减少出血量和损伤，
从而大大减少了手术创
伤。”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创面修复中心苏卫国
博士介绍说，同时，“水
刀”的水流可以回吸并将
污物和用过的水流一起
排出，降低了把细菌带入
正常组织的风险，缩短了
手术流程，以往需要做数
次的清创手术现在只要
一次就能一站式解决，大
大减少患者痛苦。

据悉，“水刀”清创技
术在国际上已被广泛应
用，而在我省用“水刀”对
慢性创面进行手术尚属
第一次。目前，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对患有慢性
难愈合创面且不适宜传
统清创方式的患者，可予
免费使用“水刀”清创。

用“水”做刀清除创面
省内首例

知名专家郑州授课 对付儿童血液肿瘤

这样做种植牙 省半年工资
牙齿缺失、烤瓷失败、戴假牙不舒服到唯美口腔做种植牙。咨询0371-60318899

在河南，很多人缺牙了都会选
择到唯美口腔做种植牙。因为唯美
口腔是郑州特批具备种植牙资质的
专业口腔机构，国际种植专家联合
省内种植专家，借助国际上最先进

的光纤内视镜种植技术，为种植效
果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光纤内视镜种植技术在术前电
脑模拟，让患者提前看到种植效果；
术中进口麻醉系统，完全无痛感；医

生通过内视镜便于种植操作，创口
更小。种植体全部是经过国家批准
的进口种植体，有独立生成编码，保
证正品。数十万人已经在郑州唯美
口腔重新“种”上新牙，你还犹豫啥？

阅读提示 | 专家、技术、价格，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今天起，唯美口腔携手中华医学基金会、中国医师
联合会开展“一口好牙迎新年”活动，现在拨打0371-60318899预约，进口种植体只需3999元，牙齿贴
面8.5折起，更可参与“隐形矫正免费试戴”活动。唯美口腔院长承诺：价格虽然优惠，但服务和品质绝不
打折。更多优惠可以网络搜索“唯美口腔”了解。

元旦来临 牙缺失过节不尽兴

牙缺失了，到底补不补？有人
认为，只要不影响吃饭，别人也看不
出来，就不用补了。唯美口腔专家
告诉笔者：牙齿不补问题很严重，而
修复方式也很重要。选对了技术和
医院，轻松省半年工资都不是问题。

唯美口腔专家介绍，元旦即将

来临，家庭团聚和同事聚会都是大
吃大喝的机会，然而，牙缺失却可能
让这些聚会大打折扣。另外，缺牙
不补会造成许多问题：首先是缺牙
后牙龈老化，牙槽骨萎缩，时间久了
就会给后期修复带来巨大的困难；
其次失去支撑的邻牙倾斜松动，导

致好牙脱落；另外，患牙牙周产生的
病菌病毒通过血液输向全身，严重
威胁身体健康。牙缺失了，什么都
嚼不动，吃什么都没味，哪里会有健
康的身体呢？所以，唯美口腔专家
在此提醒：一旦牙齿缺失，绝不可掉
以轻心。

牙齿缺失 他们都到唯美做种植

□记者 刘云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楚哲

□记者 刘云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马一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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