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脑中风发病急骤，病情进
展快，是威胁人类生命的常见
疾病。但是在疾病发病早期，
会出现一些症状，如果能早期
识别，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或
能避免脑中风的发生；中风后

规范有效地治疗，对于康复和
预后非常重要。

7月2日上午，河南省中
医院将在2号病房楼1楼会议
室举办“脑中风的早期识别及
防治”，由该院神经外科主任郑
慧军主任医师主讲。前30名
听众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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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数专家认为，大
部分腰椎管狭窄症保守治疗
可缓解部分症状，但效果并
不明显。”周红刚说，当保守
治疗无效或临床症状重，腰
腿痛、间歇性跛行等神经损
伤体征进行性加重，影像学
(CT和MRI)上腰椎管狭窄程
度严重时，需手术治疗。

据周红刚主任介绍，传
统的开放式手术通常要打开
和扩大腰椎椎管，使得神经
彻底减压，从根本上解除腰
腿痛和间歇性跛行症状。但
一般情况下，腰椎管狭窄症
患者大部分是老年人，他们
大多数合并有高血压、糖尿
病、心脏病等各种基础疾病，
往往身体不能耐受手术。

“近年来，颈腰椎疾病的
微创手术治疗已广泛应用于
临床，像这类不能耐受手术
的患者可选择微创治疗。”周
红刚说，椎间孔镜很多人耳

熟能详，过去该技术用于单
纯性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
现在随着疾病谱的改变，人
体脊柱慢慢衰老，单纯的椎
间盘突出已经很少出现，于
是促使医疗器械不断更新。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病诊疗中心省内首家
引进多项先进的医疗仪器和
设备，凭借之前几年7000多
椎间孔镜病例的经验积累，
对颈椎病、胸椎病、复杂型腰
椎病的重大突破，现在完全
可以运用精湛的技术治疗各
种复杂的、不同类型的腰椎
疾病，比如椎间孔镜用于取
单纯的椎间盘突出；椎间孔镜
下动力磨钻系统处理椎管周
围的增生、钙化组织；椎间孔
镜Uless技术处理继发性椎
管狭窄；Dalte椎间孔镜宽通
道可处理骨性椎管狭窄（原
发性或先天性）。

□记者 魏浩

6月25日，在中国卒中学
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国内20
家中风抢救经验丰富、流程规
范、时间更短的医院，从1500
家联盟医院中脱颖而出，获得
该学会颁发的“卒中先锋
奖”。其中，金奖医院5家，银
奖医院15家。来自我省的郑
州大学附属郑州市中心医院
和荥阳市人民医院获得金奖。

生活中，中风突发越来越
常见，如果患者家属不知中风
症状、不知抓紧时间、不知送
往哪些医院，就可能耽误最佳
抢救时机，轻者造成终身残
疾，重者可能失去生命。中国
卒中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天
坛医院王拥军教授介绍：“要
想快速识别中风症状，只需记
住这句话：言语含糊嘴角歪，
手脚不抬奔医院。也就是说
一旦发现患者嘴歪眼斜，口齿
不清，抬不起一侧肢体，就要
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抓紧
送往有溶栓资质的医院就
诊。”荥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二病区主任陈伟峰介绍，该
院建立卒中防治中心以来，当
地已有近700名中风患者，通
过绿色通道接受救治。

此次学术年会上，郑大附
属郑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三病区主任王润青，被聘为中
国卒中学会全科医学与基层
医疗分会常委。他说，临床上
经常遇到患者中风后，家属只
认为是普通不适，往往建议患
者卧床休息，观察一下，如果
没有好转再送医院，结果错过
了最佳救治时机。根据国内
外指南的一致推荐，对发病后
3小时内且符合溶栓条件的患
者，尽快给予静脉溶栓治疗。
值得强调的是，除了冬春季节
高发之外，夏季中风往往容易
被忽略。由于伏天气温高、气
压低、湿度大，易使血黏度增
加，利于血栓形成；此外，空调
房间内外的温差过大，也使脑
血管反复收缩、扩张，这些因
素都会造成中风反季节增多。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
明手术是2016年郑州市民生

“十大实事”之一。郑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为手术定点医院，
即日起至11月30日，患者可
前往该院报名、筛查和手术。

该院眼科白内障三病区

主任丁相奇介绍，凡郑州市区
户口(二七区、中原区、管城区、
金水区、惠济区、高新区、郑东
新区、经开区)的患者均可报
名，无年龄限制，手术使用进
口折叠晶体。符合条件的患
者可持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户
口本原件、复印件，近期照片一
张，到医院门诊4楼6号报名。

脊柱健康加油站

治疗腰椎管狭窄症，从认识它开始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核心提示 | 很多人提到腰腿痛，就认为腰椎间盘有问
题。50岁以上人群更常见的是腰椎管狭窄症，表现为：后腰
部及一侧或双下肢胀痛、麻木，咳嗽或打喷嚏时双下肢触电样
剧痛，因腰痛翻身困难及间歇性跛行，走十几步即要休息片刻。

为什么腰椎管狭窄会导致腰腿痛？间歇性跛行又是什
么？这种病该怎么治疗？我们请来有着20多年脊柱疾病诊
疗经验的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周红刚主
任，带大家认识腰椎管狭窄症。如果你有颈肩胸腰腿等脊柱
方面的困惑，可拨打0371-68690000咨询。

腰椎管是一骨性和纤维性
管道，指挥人体双下肢和大小便
的神经都在这一管道内经过，因
腰椎退变等因素造成椎管狭窄，
椎管腔容积变小，其容纳的神经
受到压迫缺血而出现以下肢间
歇性跛行为主要特征的腰腿痛，
即为腰椎管狭窄症。

腰椎管狭窄症是怎么形成
的？据周红刚介绍，主要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机体老化、长期慢
性劳损，使腰椎及所属韧带、关
节囊退变、增生、肥厚及椎间盘
突出等，导致腰椎管、侧隐窝、椎
间孔等神经管道狭窄，激惹或压
迫刺激神经根而引起腰腿痛。

其典型症状间歇性跛行，是

指患者行走一段路（数十米或数
百米）后，出现腿部酸胀、麻木、
无力，需坐下或蹲下休息片刻，
症状逐渐缓解，方可继续行走。
患者再次行走一段距离后，上述
症状重复出现。重者不能行走，
甚至直立困难，必须弯腰弓背。

生活中，不少腰椎管狭窄症
患者骑自行车不痛，长距离骑车
都没影响，走路却寸步难行。周
红刚说，这是因为骑车时多呈弯
腰状态，椎管管径在弯腰时较直
腰时大，故弯腰时可使症状减轻
甚至消失，所以弯腰骑车时多能
耐受。而直腰走路时，黄韧带发
生皱褶，椎管管径变小，使症状
加重，导致走路就痛。

间歇性跛行是此病最典型症状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肩膀痛就是肩周炎吗？河
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
科医院）郑州院区上肢损伤科
主任周中华说，100个肩膀疼
痛的病人里，仅有5～8个是真
正的肩周炎。

郑州的陈先生平时喜欢打
羽毛球。不过，一年来，却被反
复出现的右肩膀疼痛困扰。他
去了多家医院，都说是肩周
炎。从此，理疗、推拿、针灸成
了家常便饭。可治疗快一年
了，陈先生疼痛不仅没有缓解，
反而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疼痛
还放射到背部和上臂。他来到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
骨科医院）郑州院区上肢损伤
科就诊，医生通过做体格检查

和3.0T磁共振（MRI）检查，诊
断为“肩袖损伤”。

据周中华介绍，肩袖损伤
常常有某个固定的压痛点，或
某个姿势、动作可诱发疼痛；多
数患者肩关节主动活动出现一
定方向与程度的受限，被动活
动度一般良好；但患病时间长
者也会疼痛而逐渐出现肩关节
功能完全受限。肩周炎常常在
肩关节周围弥漫性疼痛，无明
确压痛点，且主动、被动活动均
明显受到限制，部分肩周炎患
者是可以合并肩袖损伤的。

“肩周炎好发年龄在五十
岁左右，所以一般中年患者一
旦以为自己是肩周炎，就买点
膏药，拼命锻炼，如拉单杠、甩
胳膊、抡鞭子等。”周中华说，由
于肩关节相关疾病的鉴别本身

就有一定难度，未经过专门培
训的骨科医生很难正确诊断。
但是，根据病例统计分析，由肩
周炎引发的疼痛只占全部肩关
节疾病的5%～8%，而肩袖损
伤、肩峰撞击的发病率约占肩
关节疾病的50%。

周中华说，对肩袖损伤而
言，采取推拿按摩、大范围的肩
关节环转运动等错误的治疗方
式，会逐渐加重肩袖损伤。若
遇这种情况，建议患者到医院
进行一个MRI检查就能很好
地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

腰椎管狭窄症可微创治疗

治了一年“肩周炎”不料是肩袖损伤

把握“救命3小时”

我省医院获
“卒中先锋奖”
金奖

公益活动

如何早期识别脑中风？

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永田

6月23日，由中华医学会
男科分会等发起，河南省医学
会男科学分会、河南省男科学
教育培训中心、河南省人民医
院男科共同承办的“2016中
国男性健康万里行—首届河
南省连锁药店执业药师规范
化培训”在郑州启动。

活动旨在通过引入专家
资源，定期对驻店药师培训，
及多种形式患者教育活动，以
引导男科疾病患者正确就医，
满足患者通过正规合法的途
径获得规范治疗的需求，从而
提升男科疾病诊疗率。

“勃起功能是男性健康的
风向标，可以预测其他诸如高
血压相关心血管疾病风险。

40岁以上患者ED发病率高
达50%以上，往往受传统观
念影响没有及时就医治疗，而
是自行购买药物服用。”河南
省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
员、河南省人民医院男科主任
张祥生教授说，虽然一线药物
对ED治疗有显著疗效，但随
意服用药物可能伤身。

张祥生强调，从疾病特点
和临床经验看，ED患者只要
正确就医，绝大多数能得到有
效治疗。而对于ED的治疗，
规范用药很大程度上是患者
个体化治疗过程。因此，针对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安全用药
等内容对驻店药师进行定期
规律的培训很有必要，也有利
于患者获得规范诊疗，从而改
善疾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规范化培训驻店药师

让男性疾病用药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