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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腰突患者合并有不
同程度的椎管狭窄，这是由于
椎间盘向正后方突出压迫椎管
所致，与腰椎退行性病变有关，
某些老年人由于颈椎、腰椎广
泛劳损退变，出现多个节段的
椎管狭窄，神经受压。”周红刚
说，此类患者早期临床表现为
腰痛、腰胀、腰部紧束感。但很
多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患腰突而
忽视了腰椎管狭窄的存在。

周红刚介绍，典型的腰椎
间盘突出合并椎管狭窄患者常
出现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

路（50～100米）后必须下蹲或
弯腰休息一会儿方能继续行
走，行走一段路又出现疼痛，但
骑车几个小时不会感到疼痛。

“之所以走路会出现间歇
性跛行，是因为人步行时腰椎
处在伸直状态，椎管腔相对狭
窄，加之下肢运动使椎管内组织
充血水肿，从而压迫马尾神经或
神经根而产生下肢无力、麻木、
疼痛。”周红刚说，当人骑自行
车时，腰部处于前屈状态，此时
椎间盘后方间隙增宽，椎管腔
扩大，所以症状也就不会出现。

当心椎管狭窄“傍上”椎间盘突出
□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核心提示 | 有些人或许出现过这种情况，走着走着，下肢疼
痛、麻木，甚至无力，必须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走。这，很可能
是腰椎间盘突出合并椎管狭窄导致的。如果你在颈腰椎方
面遇到麻烦，可拨打0371-68690000寻找解决之道。

□记者 林辉

妊娠糖尿病是糖尿病的一种
特殊类型，指怀孕前未患糖尿病，
而在怀孕时才出现高血糖的现
象，容易导致胎儿肥大、难产等。
很多人以为，身材纤瘦的准妈妈
不会患妊娠糖尿病。事实上，肥
胖不是衡量是否会患妊娠糖尿病
的唯一标准。

“妊娠糖尿病的发生与准妈
妈的饮食和先天情况等相关，很
多在怀孕前很瘦的准妈妈在怀孕
后拼命补充营养，放开肚皮随便
吃，导致体重飙升，血糖也随之升
高，最终导致妊娠糖尿病。”国家
级名老中医、张仲景国医馆特聘
专家袁占盈教授说，准妈妈发生
妊娠糖尿病的症状与怀孕后的生
理反应颇为相似，容易被忽视。
如果孕期出现多饮、多食、多尿的

“三多”症状，或外阴、阴道假丝酵
母菌感染反复发作，就要警惕了。

袁占盈说，一旦被确诊为妊

娠糖尿病，在进行规范治疗的同
时还要进行饮食控制，“主要是要
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
甜食，适量吃些含糖量低的水果。”

“如果食欲不好，可在两餐间
少量加餐，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为主，并且要多吃蔬菜和富含纤
维素的食物。”袁占盈说，在食用
含碳水化合物多的食物后，如土
豆、山药、芋头、藕、胡萝卜等，应
相应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袁占盈强调，在调整饮食的

同时，要保证食量充足，并不是吃
的越少越好。如果饮食不能供应
充足的碳水化合物，易导致孕妇
发生酮症，对孕妇和胎儿都会产
生不利影响。因此，最好请有经
验的医生或营养专家指导饮食。

妊娠糖尿病患者在孕期要加
强运动。袁占盈认为，散步是最
适合孕妇的运动方式，可以稍微
走得快一些，以微微冒汗为宜，不
要大汗淋漓，更不要跑。运动时
间最好是在吃完饭半小时后。

在寒冬季节的暖气房中，人
们习惯性地喝一些凉茶去火，其
中也不乏老年人和幼儿。对成人
来说，喝凉茶可以下火，但孩子上
火了能不能喝凉茶下火呢？专家
称，孩子下火慎用凉茶。

“冬季还是强调温补为主。”
郑州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张晴
说，很多人错解了温补的意思，大
补之后又要下火，而下火的方法
不当，很多凉性的东西容易伤到
孩子脾胃，比如凉茶。而过量饮

用凉茶，还可能影响婴幼儿发
育。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
觉得凉茶来自中药，对孩子都是
有益的，且味道可口，又能下火。
对此张晴认为，少量饮用凉茶倒
也无所谓，可是很多孩子经常摄
入成人的量，就不太好。“家长一
定要注意孩子摄入饮料的量和频
次。”

临床上，有体质素虚者和婴
幼儿经常摄入凉茶，出现疲倦、多
汗易伤风等脾肺气虚等征兆。特

别是婴幼儿，脏腑柔嫩、形气未
充、血少气弱，若长时间服用凉
茶，会危害小儿正气，影响小儿健
康成长。部分幼儿易患伤风咳
喘，一个月乃至发病多次，其中不
少病例就是因为婴幼儿时期过量
服用药性苦寒的饮料造成的。

在美国的幼儿园中，凉茶是
不可以出现的。一些中国家长相
信服用中药“有病治病,无病防
病”，但按照美国托幼机构的规
矩,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马一禾

看书爱歪着脖子，走路经
常摔跤，竟然是斜视导致的。
然而，由于家长对小儿斜弱视
危害不了解，忽视斜弱视而错
过治疗的最佳时机。

就在这个月底，南京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
博士生导师、斜视专家赵晨将
来到郑州市儿童医院眼科，为
河南小儿斜弱视患者亲诊，并
给需要手术治疗的孩子主刀

手术。
斜视越早治疗越好，年龄

越小，可塑性越强，眼的功能恢
复的可能性越大。早期治疗可
使斜视的患儿像正常儿童一样
具有较为完善的视觉功能。

即日起至1月30日，家
长可进行电话预约，也可直接
到郑州市儿童医院东三街医
院眼科门诊或东区医院眼科
门诊预约。会诊时间初步定
在1月底2月初，具体时间将
及时告知。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晓凡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
“改善医疗服务创新颁奖大
会”上，河南省肿瘤医院经过
层层角逐，获得国家卫计委评
定的“改善服务创新医院”荣
誉称号。

河南省肿瘤医院紧扣“以
病人为中心”做文章、下功夫：
实行肿瘤单病种管理，编写肿
瘤9个单病种诊疗规范，积极
推进亚专业建设，整合优势力

量创新开展多学科会诊新模
式（MDT），保障患者诊治规
范；加强护理质量管理，推行
特色温馨服务，凸显肿瘤护理
专科特色，在优质护理服务覆
盖率100%基础上，全力打造
国内一流的肿瘤专科品牌；打
造院前、院中、院后“三位一体”
的服务体系，推出集中综合服
务管理模式，切实改善住院服
务流程；加强志愿者服务，创
新、深入地开展同行医务社会
工作，注重医疗人文关怀等。

□杨叁平

近日，治感冒抗流感药物
连花清瘟胶囊获得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
复，同意在美国进行二期临床
研究。这是我国第一个进入
美国FDA临床研究的治疗流
行性感冒的中药。美国FDA
是国际公认的药品审批与监
管的权威，中药在美国FDA
的注册是中医药进入国际主

流医药市场的重要关口。
近年来，中医药逐渐被国

际认可，尤其是最近我国科学
家屠呦呦因成功研制出中药
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更
使中药在西方医学界产生了
重大影响，使中药走向世界成
为可能。此次申报美国FDA
二期临床的连花清瘟胶囊是
以岭药业2003年“非典”期间
通过国家绿色通道审批的治
感冒、抗流感中药。

宝宝下火，凉茶请走开

□记者 李彬 通讯员 王建明

为推动全国医院卒中中
心建设，近日，国家卫计委对
全国27家医院授予“高级卒
中中心建设”称号，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名列其中。

据悉，郑大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卒中中心”作为区域性

卒中防治中心，具有标准的卒
中救治临床路径，能严格执行
国家卒中防治规范，能承担医
院医联体单位及县区级医疗
机构的卒中救治中心业务指
导和技术培训工作，起到承接
下级和上级卒中中心患者双
向转诊的作用，具备较完善的
远程卒中支持体系。

今年62岁的鲁先生，半个
月前没有明显诱因出现右下肢
疼痛、麻木，并伴有间歇性跛
行，白天站的时间长了疼痛就
会加重，有时候走几十米就疼
得不行了，需要休息会儿，才能
继续走路，到晚上休息的时候
疼痛症状才能有所缓解。

近日，倍受病痛煎熬的老
鲁来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就诊。该院椎间盘诊疗中心的
周红刚主任接诊后，首先对他
进行了详细的询问病史和仔细

的体格检查，再结合CT片，CT
显示是腰4-5间盘膨出，但考
虑病情很复杂，决定收住院进
一步诊治。

住院后，周红刚重点安排
了核磁共振检查，结合特定的
综合检查很明显地看到，老鲁
腰4-5间盘突出，周边的骨刺
和肥厚钙化的黄韧带压迫到了
椎管中的神经，椎管狭窄正是

“罪魁祸首”，与其自诉症状相
符：“右下肢小腿外侧的疼痛麻
木伴间歇性跛行”。

病因找到了，经过该院椎间
盘诊疗中心专家的讨论，并征得
鲁先生的同意，周红刚决定对他
施行微创的椎间孔镜手术治疗。

“腰椎管狭窄治疗方法较
多，对于仅有轻微症状的退变性
腰椎管狭窄患者，可以做一些腰
背肌、游泳等锻炼，药物、热疗、
按摩、针灸、骶管封闭等治疗具
有短期效果，不具有长期疗效，
因为这些方法无法使已变狭窄
的椎管重新扩大。”周红刚说，当
疼痛发展到持续影响患者正常
生活和工作时，经过正规保守治
疗无效，或有进行性加重的滑
脱、侧凸伴相应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则应考虑手术治疗。否则，
病情重者会发展至肌肉萎缩、瘫
痪、大小便失禁。

鲁先生的腰4-5间盘上下
关节突增生非常厉害，骨质增生
完全填堵手术唯一通路——椎
间孔，使得穿刺路径十分艰难。
幸好，中心引进的最新的镜下动
力磨钻系统完美解决了这一难
题，微创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据悉，椎间孔镜技术广泛适
用于各种类型腰突，尤其是中重
度椎间盘突出以及椎间盘脱出、
游离等，对于青少年、高龄、肥
胖、多节段突出、手术后复发以
及合并其他病史的腰突患者较
开放式手术更有优势。

腿痛麻行走难因椎管神经受压

走路会间歇性跛行骑车时却无

正规保守治疗无效
要及时手术

孕期猛补，可能变成“糖妈妈”

名医来会诊 小儿斜视早预约

河南省肿瘤医院
当选“改善服务创新医院”

郑大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获“高级卒中中心建设”称号

中药感冒药获批
进入美国FDA二期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