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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管狭窄是物理形式上的
狭窄造成的神经受压所引起的，
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扩大椎管。

周红刚说，早期可以采用保
守治疗的方法，包括休息，腰背部
肌肉的功能锻炼等。

很多患者提出能否做微创手
术？周红刚说，如果是单纯的椎
间盘突出原因引起的，而没有严
重的黄韧带和骨性的原因引起的
狭窄是可以考虑微创解决的。

近10年来，微创脊柱外科技
术得到了迅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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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坏脊柱结
构，最大限度保持了脊柱稳定
性，而镜下动力磨钻用于切除软
组织和骨头，刀头多种多样，根
据组织的类型和手术部位，选择
不同的刀头在椎间孔镜直视下
柔和、平顺地切削骨与软组织，处
理椎管狭窄、韧带肥厚有优势。

对于严重的黄韧带和骨性椎
管狭窄就需要手术治疗，手术对
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很多
人对脊柱手术很恐惧。

“随着现代脊柱外科手术的
进展，腰椎管狭窄的手术已经是
一种常规的手术，一般情况下是
安全的，以前手术后需要卧床半
个月左右，现在只需要四五天就
可以下床。”周红刚说，腰椎管狭
窄即使不手术也不会造成瘫痪，
但会对患者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
响和痛苦。因此，如果患者有手
术指征，为了改善生活的质量还
是要积极地手术治疗。

慢性中耳炎危害最大的对
象还是婴幼儿。张治成说，这主
要是孩子不会表达，耳朵疼不
说，只会抓耳、哭闹，加上急性中
耳炎往往与发烧、感冒、咳嗽一
并出现，常被当作上呼吸道感
染，结果耽误了治疗。

张治成介绍说，很多婴幼儿
因为妈妈喂奶方式不正确，导致
呛奶，奶水通过咽鼓管从而引发
中耳炎。所以，妈妈最好采取立
式喂奶。而成人患中耳炎最常
见原因是游泳时耳中进水、擤鼻
涕方法不正确、吸烟、长时间用
耳机听大分贝音乐等。

“中耳感染常常导致鼓室、
鼓窦、咽鼓管和乳突的黏膜发生
炎性充血、肿胀、炎性渗出形成
脓液，脓液通过已穿孔的鼓膜流
向外耳道才被发现。”卢伟说，长
期慢性炎症会导致听骨链损伤，
而脓性液体也会导致内耳功能
损伤，甚至耳聋。因此，患者应
尽量在中耳炎急性期及时发现
并治疗，如有鼻炎、咽喉炎、扁桃
体炎等上呼吸道感染，也应及早
到医院通过内窥镜检查，对疾病
作出更准确的诊断和针对性的
治疗，以便更好地预防和治疗中
耳炎。 线索提供 左彬 潘慧

□记者 刘云

秋分之后，胃病多发是
历年的惯常现象。我省中
医专家张玉芳主任医师说，
这与人们日常护养不当有
密切关系。

“养护胃肠，不但要注
意胃部保暖，还需调节好饮
食。”张玉芳说，饮食应以清
淡为宜，忌食过辣、油腻的
食物。此外，不妨选用一些
中药，如枸杞、怀山药、黄
芪、党参、茯苓、丁香、豆蔻、
桂皮等配制药膳，可以保护
肠胃、预防疾病。

1.护咽养胃方
推荐组成：西洋参6克，

石斛6克。
服用方法：上方为一次

用量，打粉冲服，15 天为一
疗程。用于上火或经常抽

烟引起的急慢性咽炎、咽
干、咽疼及慢性胃炎等。

2.八宝粥
推荐组成：莲子 15 克、

枸杞子20克、菜百合15克、
桂圆15克、山药15克、薏苡
仁15克、芡实15克、大枣10
克，冰糖、米适量。

服用方法：取莲子、百
合、桂圆、山药、薏苡仁、芡
实、大枣，加水 1300 毫升浸
泡6～8小时；将浸泡好的大
枣去核后和其他药材同时
倒入豆浆机中，然后加入大
米50克，豆浆机功能选择营
养米糊或者米粥；待豆浆机
停止工作后，打开盖子加入
枸杞子搅匀，盖上盖子 3~5
分钟后即可食用，可根据个
人口感加入适量冰糖。可
补肺益气、健脾祛湿、养胃、
养血安神。

带你正确认识腰椎管狭窄
脊柱健康加油站

□记者 刘云 通讯员 乔海洋

核心提示 | 很多老人会出现腰痛腰酸，行走一段距离出现劳累，下肢疼痛、麻木和无力，只能
行走数百米甚至几十米，就需要休息一会才能再走，到医院就医后，医生往往说是腰椎管狭窄，需要
手术治疗。那么，什么是腰椎管狭窄呢？都有哪些症状呢？腰椎管狭窄都需要手术治疗吗？针对这
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诊疗中心主任周红刚。

“腰椎管狭窄常见的原因有：
椎间盘的突出、钙化；黄韧带的肥
厚；关节突的增生；腰椎滑脱、侧
弯等。”周红刚说，腰椎管、黄韧
带、关节突、腰椎的增生肥大和骨
赘的形成均可导致椎管容积减
少，这样会导致椎管内的神经受
到挤压，出现椎管狭窄。

周红刚介绍，正常人体的腰
椎管和神经之间还是有较大的储

备空间，这些空间内是脂肪组织，
轻度的狭窄在早期只是侵占了椎
管的储备空间，而神经尚未受压，
这时患者是没有症状的，或者仅
有轻微的腰部的酸胀不适，休息
后症状可以缓解。

“随着腰椎管狭窄程度的加
重，椎管储备空间的消失，神经就
受到了压迫，而我们行走时椎管
内血流是加快和增加的，就导致

椎管内的容积进一步减少，神经
就受压加重，就会出现腰痛腰胀，
和双下肢的麻木、酸胀和疼痛。”
周红刚说，当蹲下休息后椎管内
血流减少，神经的压力减轻后腰
部和下肢的症状就消失了，这就
是常说的间歇性跛行。而腰椎管
狭窄在非活动状态下的症状不
多，在医生查体时也没有很多的
阳性体征。

间歇性跛行是典型症状

有治疗指征需积极治疗

谨防中耳炎由“急”变“慢”
长期慢性炎症可损伤听力导致耳聋
□记者 林辉

核心提示 | 耳朵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如果平时不注意对双耳的保健，可能会给你带来健康上的
麻烦，甚至有可能影响听力。今年9月27日是第58届“国际聋人节”，我省专家表示，如果急性中耳
炎没有得到合理治疗，会演变为慢性中耳炎，慢性中耳炎反复感染会使听力越变越差，甚至变聋。

“化脓性中耳炎和分泌性
中耳炎是常见的两类中耳
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科二病区主任卢伟介绍说，
前者表现为耳内流脓，脓多可
将鼓膜挤满，主要由细菌感染
所致；分泌性中耳炎则表现为
鼓室积液，可由细菌、病毒感
染导致，也可能缘于鼻咽癌、
鼻咽管堵塞等原因，比如有些
人坐飞机下降时鼻咽管不通、
气压调节不好，就可能引发分
泌性中耳炎。

“慢性中耳炎往往是从急
性发展而来，既有可能是急性
中耳炎表现不明显，被患者忽
视了，也可能是患者用药不
对，反倒延误了病情。”河南中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
科主任张治成说，一般化脓性
中耳炎急性发作症状比较明
显，如耳流脓、听力下降和鼓
膜穿孔，只要及早就医，就能
阻遏病情向慢性发展；分泌性
中耳炎的症状却相对隐蔽，患
者可能只感觉耳内轻微疼痛，
听力有时有点阻塞感或重音，
此时须提高警惕，尽快到医院
检查，勿自己胡乱用药。

耳内轻微疼
或是中耳炎警示

治疗不彻底易复发导致耳聋

秋分后，胃部要保暖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晓凡

昨天，9岁的溪溪手术
后到医院复查，结果显示，
一切良好。“她是一个甲状
腺癌患者。”河南省肿瘤医
院甲状腺头颈外科副主任
医师魏林说，近年来，该院
接诊的甲状腺癌患者中，已
出现5岁左右的小患者。

魏林表示，甲状腺癌的
致病因目前还不明确，但癌
症的发生是多种致病因复
杂综合的过程，目前来看，
儿童患甲状腺癌可能与环
境影响和遗传倾向有关。

今年暑假，溪溪的母亲
无意发现女儿脖子中间有
一团东西明显鼓起来，摸起
来硬硬的，不疼不痒。到医
院检查，结果令溪溪一家人
难以置信——甲状腺癌。

溪溪一家来到省肿瘤
医院，找到了甲状腺头颈外

科副主任医师魏林。经过
详细检查，魏林决定分两次
为其实施甲状腺癌联合根
治术并行颈部双侧淋巴结
清扫术。手术方式并无特
殊，但由于溪溪年龄小，颈
部喉返神经、迷走神经、交
感神经等神经丰富，在切除
甲状腺时要格外注意追踪
并保护神经。考虑到溪溪
手术耐受差，魏林特别将成
人可一次完成的手术分成
了两次进行。术中病理结
果显示，溪溪患甲状腺乳头
状癌并伴双颈淋巴结转移。

据魏林介绍，像溪溪这
样的儿童甲状腺癌患者，发
病率虽然远低于成年人，但
极易发生转移。目前，对儿
童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治疗
首先是必须手术切除，如果
发生了颈部转移还要做清
扫术，必要时进行核素治
疗。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早
发现、早切除是最重要的。

小小娃也会被甲状腺癌盯上

□记者 魏浩

9月27日，由中华医学
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和中国
健康促进基金会联合发起
的心血管风险筛查活动，在
河南省人民医院举行。

河南省心血管病医院
副院长高传玉指出，除了具
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以及
年过50岁的男性和绝经期
后的女性是高危人群外，三
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
糖）病人、吸烟和肥胖者的

风险也不可忽视。
高传玉称，为了减少卒

中心梗的发生，上述高危人
群应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戒烟限酒、合理饮食、适当
运动、控制体重。不仅如
此，还要重视心血管风险的
评估，实现早发现、早预防、
早治疗。

此外，专家还指出，卒
中和心梗等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大多与血栓形成相关，
所以临床还有“无血栓则无
事件”的说法。

筛查风险
减少心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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