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来说，早期患者可自
觉足部、腿部发凉，怕冷，或有轻
度的麻木感，走路等活动后容易
感到腿部疲劳、沉重无力。”周红
刚主任说，如果继续发展，患者
通常会出现如下情况：行走时，
由于足、腿部缺血缺氧，较易发
生小腿肚痉挛、疼痛及疲乏无
力。必须停止行走，休息片刻后
症状有所缓解，才能继续活动，

如再行走一段距离，上述症状又
重复出现。

周红刚说，患者自己可以试
着触摸位于足背弓的中点偏内
的足背动脉，如果搏动较自己手
腕处的正常搏动弱，同时脚出现
发凉、苍白等情况时，可初步判
断患有下肢血管病变，除此很有
可能是由于腰椎管狭窄，此时应
立即就诊治疗。

□记者 林辉

众所周知，孕妇和婴幼儿
最需要补充维生素D。其实，
普通成人也需要适当补充维
生素D。在7月3日举行的第
十届全国检验与临床学术会
上，西门子医学诊断正式发布
经美国CDC标准化验证的维
生素D免疫检测产品，并现场
进行公益检测，提升公众对维
生素D的了解。

河南省免疫学会副理事
长、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检验科主任秦东春教授说，
临床研究发现补充足量的维
生素D不仅可以减少1型糖
尿病和2型糖尿病的发病，而
且还可以改善糖代谢，控制

糖尿病相关症状。甲亢患者
在常规治疗的同时口服补充
维生素D，可取得良好的治疗
效果。

秦东春说，维生素D的获
得与其他营养物质不同，仅靠
日常膳食提供的量远远不能
满足需要，约90%以上的维生
素D是靠人体皮肤在紫外线
照射下“光合作用”而成，而任
何影响皮肤直接暴露于紫外
线的因素，都会导致人体维生
素D营养水平低下。同时，人
体的自身因素也会影响维生
素D的生物利用效果。因此，
人们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但维生素D不能自己盲目
补充，过量会中毒，须在医生
的指导下补充。

□记者 刘云

7月5日下午，由韩国艾伯
格林医疗美容机构举办的公益
慈善活动——“美丽慈善整形援
助活动”，在郑州启动。这是一

项以医疗援助性质为主的长期
性公益活动，为身体和面部存在
缺损和困扰的贫困人群提供无
偿援助。韩国艾伯格林提供的
医疗支援，用于无偿救助外貌存
在缺陷的社会性弱势群体：1.因

眼部严重下垂而无法正常视物
的老年人。2.因先天性唇腭裂
而影响健康成长的青少年。3.
严重烧伤留下疤痕者。4.因为
先天六指等残疾影响正常生活
的人群。

美丽慈善整形启动援助活动

糖尿病发病
或因缺乏维生素D

间歇性跛行

老年腿痛的“头号嫌疑犯”
核心提示 |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方面的功能都在逐渐退化，原本灵
活协调的双腿变得笨拙迟钝。调查显示，腿部疾病已成为困扰老年人的大问题。许多老人腿脚
一有问题就以为是缺钙，实际上，中老年人腿脚痛更常见的原因是腰椎管狭窄症。

及时手术扩大椎管

腰椎管狭窄唯一有效的
方法就是手术扩大椎管，患者
可以选择外科手术进行椎间
盘切除，置入内固定，同样也
可以使用微创的方法解决。

近10年来，微创脊柱外科
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显微
镜技术的发展，一些特殊手术
器械的出现，尤其是椎间孔镜
和镜下动力磨钻的问世，使外
科医生通过一个小切口就可
以完成以往的外科手术。

“在治疗腰椎管狭窄症时
通过椎间孔镜和镜下动力磨
钻相结合可完美解决病患。”
周红刚主任介绍，椎间孔镜是
从病人侧方入路，通过正常的
生理解剖通道椎间孔置入椎
管内，不破坏脊柱的结构，最
大限度地保持了脊柱的稳定
性，而镜下动力磨钻用于切除
软组织和骨头，其刀头多种多
样，根据组织的类型和手术部
位，选择不同的刀头通过椎间
孔镜直视下柔和、平顺地切削
骨与软组织，处理椎管狭窄、
韧带肥厚占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

健康咨询电话：
0371-68690000

间歇性跛行是主凶
1年前，郑州的陈大爷腿脚

开始不利索了，腿不红不肿，坐、
蹲，骑车都没有问题，但站着或
走路最多能坚持10分钟，需蹲
下去休息片刻才能走，晚上睡觉
只能弯曲双脚。后来陈大爷来
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病诊疗中心就诊，周红刚主任
全面检查后诊断为腰椎管狭窄
症，需要进行微创或手术治疗。

“很多老年人站着一段时间
或行走一段路程后，腰背部出现

‘下沉感’，双侧小腿发胀，无法
继续站立或行走。需要蹲下来
或身体前倾休息一会儿才能继
续行走。最短只能连续行走几

十米或站几分钟。”周红刚主任
说，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之为

“间歇性跛行”，造成间歇性跛行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腰部椎管内
神经受压迫造成的椎管狭窄，也
有可能是下肢血管病变。

据周红刚主任介绍，随着年
龄增加，椎间盘发生退行性病
变，造成黄韧带增生肥厚、小关
节增生内聚，椎间盘膨隆突出，
使得一个或多个平面的椎管有
效容积变小，椎管压力增加，引
起马尾神经症状或神经根症状，
从而引起腰腿痛，“典型症状就
是间歇性跛行，与一般腰椎间盘
突出症类似，但要加以区分。”

提高警惕自我检查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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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快速婚查找人取证 55981111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清账定位找人 18736075371
●★★律师要帐 13607664373
●现金收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 13283808650
不成功不收费 13213240271
●专业要账，婚查取证53300003
●要账定位找人 13213205050
律师要账65322822
电话：15538156663
老兵★清债

我公司合法诚信律师带队

快速追收企业个人各种欠款

事成收费 0371-66797888
全国清债 4006007297

《事成收费》
专业收购欠条，针对个人借款，

工程款，投资担保，快速找人。

郑州周边城市：15639711106
安阳鹤壁濮阳：15639277719
南阳信阳驻马店:17071603027
许昌洛阳焦作：17071603028
■成功收费■
实力收购欠条,快速要账,专要

现金借款.投资担保,安全合法.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136126464
信阳周口驻马店 15136124332
焦作洛阳三门峡 15136241573
安阳许昌南阳：15136241572
神速 18137889110

156-3925-1221
全国要账，快速找人，债权收购

全国速清债权
诚信为本事成收费，婚查取

证定位找人 13838043099

■事成收费■
收购欠条，神速要账，快速

合法，专业针对投资担保

个人借款等，找不到欠款人

勿扰，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郑州周边城市：15188317076
安阳濮阳鹤壁：15838206311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93301233
洛阳焦作三门峡：15038051101
南阳驻马店信阳：15981880092
闪15538250011办
收欠条15803991906
■全国帮收■
现金收购欠条，职业要账团队，

难事帮办，婚查取证，快速找人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516995110
许昌周口平顶山 15538355056
安阳鹤壁濮阳市 15136429593
许昌洛阳南阳市 15136429609
专业要帐

强大律师团队，多年要帐经验，

诚信合法，快速找人，办理各

种债务，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分部电话：13937137327

收欠条15803991902
要帐18530015557
找人婚查清帐
专业事成收费 13223710277

抵押贷款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 13937186845
●大额增资·注册13384020018
●注册公司 18539578966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 13526626508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QS●企业标准备案56789370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企业上市服务 13526629768
●工商疑难咨询 18638033718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超低快办公司 18638207808
●低办各种资质 15517559996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企业挂牌上市咨询 快办投

资金融公司咨询 13140015678
●医疗器械工商 13838389446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注册变更快办 17737186637
●标准备案保健食品53661248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矿业权快办

全国专办电话 1359886086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 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 15538198615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 63819190
资质升级

专业二升一，成功再收费

房建●市政 15237179988
钢结构 0371-566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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