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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刚主任在门诊接触到很
多患者，已经明确诊断为腰椎管
狭窄症，经过一段时间保守治疗
无效，本应选择手术治疗，却因为
惧怕而继续忍受疾病折磨，甚至
出现神经麻痹或神经损害，表现
为足下垂和大小便失禁等。“等到
那种地步，即便手术，效果也会大
打折扣。”周红刚说。

“惧怕手术的原因，主要是对
手术风险和术后疼痛的担忧。”周
红刚说，腰椎管狭窄有效的治疗

方法就是手术扩大椎管，可选择
外科手术进行椎间盘切除，置入
内固定，也可使用微创方法解决。

近20年来，微创脊柱外科技
术得到迅速发展，显微镜技术的
发展，一些特殊手术器械的出现，
如椎间孔镜、镜下动力磨钻、
Delta器械的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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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创伤小，
而且恢复快。”周主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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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将至，吕沛宛推荐几款
在寻研民间古方的基础上不断调
配试验的香囊配方，您可自行缝
制，健康过端午。

【驱蚊香囊】艾叶、紫苏、丁
香、藿香、薄荷、陈皮、白芷、石菖
蒲、金银花各 5 克。此方有化浊
除湿、驱虫辟邪、清热解毒、清心
安神、舒缓疲劳等作用。

【防中暑香囊】檀香、北细辛
各15克、甘松各30克、丁香、薄荷
各 9 克、麝香 6 克、白芷 75 克、大
黄60克、苏合油60克，以苏合油
凝膏密封瓶装，随时开瓶嗅闻，或
外擦额头、鼻部等。此方解闷除
烦、香身爽神，可防晕车、晕船。

【预防感冒香囊】
山萘、高良姜、桂枝、佩兰各

7 克，雄黄、樟脑各 3 克、冰片 2
克。此方可芳香辟秽，防暑开窍，
预防感冒。

【提神醒脑香囊】
合欢花、佛手、西洋参、薄荷、

朱砂、琥珀、豆蔻、柏子仁、五味子
各 2 克。此方镇静安神，宁心益
智，用于焦虑失眠，忧郁心悸，心
神不定，头痛头晕。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郝林倩

6月 6日是“全国爱眼
日”。在第21个全国爱眼
日到来之际，郑州爱尔眼科
医院举办“EYE健康，爱生
活”系列主题活动，旨在宣
传、普及健康的用眼意识，
预防常见的眼睛疾病。

6月4日“青光眼健康大
讲堂”上，河南省医学会眼科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
州爱尔眼科医院执行院长张
英朗教授开展青光眼知识讲

座，该院还提供了免费复查、
专家答疑等环节，帮助患者
更加深入了解相关知识内
容，及时做好预防工作。

6月5日“萌娃爱眼体
验”，组织幼儿园的小朋友
及其家长来院参观，通过医
生的讲解，小朋友的角色扮
演，让小朋友体会近视的不
便，树立孩子爱眼护眼的意
识。同时还深入社区为居
民开展义诊和健康咨询活
动，据了解，此次活动在社
区内接受义诊近500人，发
放宣传手册6000余份。

□记者 魏浩

日前，由中华医学会科
学普及分会发起的中华精
准健康传播基地，落户郑州
人民医院。同时，全国心肺
复苏普及进亿家精准健康
工程郑州站也宣布启动。

数据显示，我国患者院
外心肺复苏技术的普及率和

成功率均低于1%，医务工作
者向家人传授该技术也低于
1%。针对该“三低”窘境，与
会专家表示，必须通过精准
健康传播，提升公众的健康
素养，让每个人了解基本的
健康常识，并学会自我防护，
掌握基本手段和技能才能防
患于未然，从根本上遏制当
前慢病的“井喷”态势。

腰椎管狭窄 怕走怕站能骑车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核心提示 | 很多人辛苦一辈子，退休后却发现自己经常腰腿痛，走路走不远，起初疼痛尚可忍受，
随着年纪增长，腰腿牵扯性疼痛会越来越重，退休后的幸福生活往往成为泡影。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诊疗中心主任周红刚提醒，这些症状提示腰椎已经出现较大问题，腰椎管已经变窄，
需及时治疗。如果你有颈肩胸腰腿等脊柱方面的困惑，请拨打电话0371-68690000咨询。

“腰椎管狭窄症主要是由于腰
椎退行性改变，因椎间盘突出、韧
带肥厚、骨质增生而引起椎管狭
窄，压迫神经，它在中老年人中发
病率较高，是中老年人群腰腿痛最
常见的原因。”周红刚主任说，由于
椎管狭窄症是一个慢性的退变过
程，早期症状不明显，患者常有不
十分明确的慢性腰痛史及轻度活
动受限。这些症状往往在活动或
工作后加重，休息后得以缓解，但
腰部和臀部的疼痛通常不易立刻
消失。就像年久失修的自来水管，
由于内壁生锈，管壁增厚，管腔狭
小，出水越来越小，终致管腔阻塞，

水流中断。开始症状较轻，许多患
者往往没有放在心上。

周红刚主任说，一些患者在
走路时会出现间歇性跛行，是指
患者从开始走路或走了一段路程
以后(通常为数百米，严重时可为
数十米)，出现单侧或双侧腰酸腿
痛，下肢麻木无力，以至于跛行，
但稍许蹲下或坐下休息片刻后症
状可以很快缓解或消失，人仍可
继续行走，再走一段时间后，上述
症状再度出现。在这一过程中跛
行呈间歇性出现，故称为间歇性
跛行。可将这些症状总结成一句
话：怕走怕站能骑车，蹲坐弯腰能

缓解。间歇性跛行出现的原因，
是腰椎在直立或后伸状态下腰神
经根易受压或缺血，出现缺血性
神经根炎，从而出现腰腿疼痛、下
肢麻木、无力等症状。

这种病为何怕走怕站能骑
车？周红刚解释说，腰椎在直立或
后伸状态下腰神经根易受压或缺
血，而在屈曲状态下椎管容积相对
较大，腰神经根不易受压。患者在
长时间站立、行走或长时间保持腰
部后伸姿势时会出现症状，而在腰
部屈曲时缓解。因此，腰椎管狭窄
的患者在骑车时疼痛感觉不明显，
而走路和站立时疼痛加重。

为啥怕走怕站能骑车？

如果不做手术会咋样？

端午前后——

挂个香囊保健康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伟琰 潘慧

核心提示 | 端午临近，各式香囊热销起来。专家说，除了风俗
沿袭外，端午前后佩戴香囊，既可消除汗臭，清爽神志，还可辟
邪驱瘟，因此，民间曾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药学部孟祥乐博士说，香囊
选用的中草药大都含有挥发油，
其有效成分对多种细菌和病毒、
霉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或杀灭
功能，从而起到清香、驱虫、避瘟
的功能。

孟祥乐说，现代医学研究也
表明，这些芳香物质通过呼吸道
进入人体，可兴奋神经系统，刺
激机体免疫系统，促进抗体的生
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生长的
作用，可提高身体抗病能力。药
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后，还可
以促进消化腺活力，增加分泌

液，从而提高消化酶的活性，增
强食欲。

河南省中医院治未病科副
主任医师吕沛宛说，中药香囊配
方是在中医内病外治理论的基
础上配制，可在人体周围形成高
浓度的小环境，中药成分通过呼
吸道进入人体，气味通过口鼻黏
膜、肌肤毛窍、经络穴位吸收，经
气血经脉的循行而遍布全身，可
增强人体抗病能力，起到防病保
健作用。

吕沛宛说，香囊可随身佩
戴、晚上置于枕边、挂于室内、车
内等需要的地方，香气浓淡可根

据自己味觉调整，药末每10～15
天更换一次，以保持药效。“儿童
佩戴时需注意禁止误食，孕妇或
过敏体质的人在没有医嘱的情
况下最好不要使用。”

最后，吕沛宛强调，香囊以预
防为主，如果病情重者应及时就
医，并同时配合其他治疗方法。

佩戴香囊防病保健

自己动手做香囊

中华精准健康传播基地
落户郑州

EYE健康，爱生活
郑州爱尔眼科公益活动点亮“爱眼日”

□记者 林辉

炎炎夏日，喉咙疼、嘴角
长包包、鼻子刺痒痒，上火起
来挡也挡不住。大多数人首
先想到的就是喝凉茶祛火，
而金银花茶作为凉茶代表，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金银花的药用价值有：
1.抗炎、解热：能促进

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对各
类炎症有明显抑制作用。
可用于治疗急慢性扁桃体
炎、牙周炎、疮疖肿毒、肠
痈、肺痈等症。

2.消暑除烦：可治疗暑
热症、心烦少寐、食欲不振、
体倦乏力等症。

3.疏热散邪：对外感风
热或温病初起，身热头痛、
神昏舌绛、咽干口燥等有一
定作用。

4.凉血止痢：对热毒痢
疾、下痢脓血、湿温阻喉、咽
喉肿痛等症均有很好的治
疗作用。

5.抗菌、抗病毒：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
菌、痢疾、脑膜炎双球菌、肺
炎双球菌以及流感病毒等
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6.增强免疫力：金银花
能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增强
白细胞的吞噬功能，提高人
体免疫力，增强体质。

小验方
【三花祛火茶】
金银花10克，贡菊花5

克 ，金 莲 花 5 克 ，甘 草 38
克。上方量分 10 等份，每
天一份，开水泡饮。适用：
清热解毒，养血滋阴，可消
除因胃热或肺热引起的痤
疮、粉刺及口舌生疮。

【金银花薄荷茶】
将金银花、薄荷用沸水

冲泡，加盖闷15分钟，加入
蜂蜜即可。适用：痱子。

【金银花饮】
金银花、山楂热水冲泡，

代茶饮。适用：开胃、消食。

祛火良药——金银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