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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腰椎管狭窄症
早期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保守治
疗的主要措施是腰背肌功能锻
炼，以加强腰椎的稳定性，缓解疼
痛。”周红刚强调，保守治疗只是
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缓解症
状，当疼痛发展到持续影响患者
正常生活、工作时，应考虑手术。

“在选择手术方式时，首先考
虑创伤小的超微创椎间孔镜术。”
周红刚主任介绍说，一方面，椎间

孔镜可通过极小的皮肤切口（0.6
厘米）将患者增生肥厚的黄韧带、
增生的骨赘和突出的髓核等病变
摘除掉，解除神经压迫，祛除病
根；另一方面，椎间孔镜前方带摄
像头，可以清晰地辨别神经组织
和血管等细微结构，避免了医源
性误伤，保护并最大限度保存了
正常组织，大大提高了脊柱外科
的治疗效果，减小了手术并发症。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病诊疗中心凭借几年来对椎间
孔镜在脊柱方面的研究，并且有
着大量的病例积累，经验丰富，对
椎间孔镜治疗腰椎管狭窄方面颇
有研究。比如运用椎间孔镜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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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椎
间孔镜宽通道可处理骨性椎管狭
窄（原发性或先天性）。

去年9月，45岁的赵先生收
到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的
一份体检报告。报告根据体检结
果和此前询问的家族病史，提示
他患糖尿病的风险非常高，并提
供了进一步改善生活方式的健康
计划和相关建议。时隔一年，赵
先生再次到该院体检，拿着各项
指标相对稳定的体检单很激动。

精准健康管理是“第六届全
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建设研讨
会”主要焦点。

在刘永生看来，精准健康管
理包括信息的采集、评估和干预，
体检仅仅是信息采集的过程，还
需要全面的健康评估和干预，才
能达到健康管理的目的。

作为精准健康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心有一项制度：若发现
异常问题，医生必须第一时间通
知体检者本人。需要进一步复查
的，医生必须定期回访，确保体检
者能尽快复查确诊。

前两年，一位50多岁的女士
做甲状腺彩超检查时，医生高度
怀疑甲状腺癌。在彩超医生多次
电话的督促下，该女士最终同意
进一步检查，被确诊为甲状腺癌。

中心还会针对每个人查出的
问题，分别推荐相关领域的专家，
并在体检报告中附上专家电话，
方便体检者及时和专家沟通。若
想找这些专家就诊，则不用挂号、
不用排队，享受“绿色通道就医”。

针对团检单位，中心根据单
位历年来的团体体检结果进行分
析总结生成团检报告，组织医院
专家及有经验的健康管理师进行
体检报告的解读，带去精彩的健
康知识讲座和生活指导干预。

“我们的理念就是构建以人
为本的健康管理模式，接下来将
进一步优化体检流程，运行健康
管理微信平台及网络平台，开展
体检个性化预约，线上缴费。”刘
永生介绍，跻身国家级健康管理
示范基地，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将进
一步加大人才、技术、设备等投入，
在治未病、防控慢性病、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和健康素养上努力。

□记者 林辉

冬季来临，天气愈加寒
冷，这段时间生病的孩子也
多了起来。每到周二、周五
下午坐诊的时候，我省著名
儿科专家、主任医师、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专家、张仲景国医馆会诊专
家黄甡都要忙得团团转。他
提醒广大家长，孩子生病，很
多是穿衣不当引起的。所
以，家长给孩子穿衣服，应该
遵循一些原则。

判断宝宝冷不冷，不能
摸小手。判断宝宝穿衣冷不
冷，很多家长都习惯摸手，黄
甡指出，这种判断方法是非
常片面的，因为，小儿手脚末
端的血液循环系统发育不完
全，所以有时候尽管穿了很
多，身体都冒汗了，但是手脚

却是冷的；正确的判断方法
是触摸颈背部，若皮肤温暖，
则表示穿衣合适。

寒冷季节，宝宝穿衣不
能过多。很多家长总怕孩子
冻着，一到寒冷季节就穿的
特别厚。黄甡说，给宝宝穿
得过厚，孩子容易生病。孩
子活动的时候会出汗，遇到
风吹更容易受寒生病；另外，
穿太厚了，还会导致体内产
生的热量无法发散，若短时
间内大量的出汗，还可能导
致宝宝脱水。

黄甡强调，让宝宝不冷
不热，穿得舒适是目的。所
以给宝宝穿衣，需要靠经验
加科学，如不会走路的宝宝，
活动量小，体温相对会低一
些，可以比妈妈多穿一件；会
走路的儿童，穿衣可以比妈
妈少穿一件或保持一样。

□记者 李晓敏

今后，我省的适龄妇女
均可进行免费的宫颈癌筛查
了。昨天，记者了解到，吴阶
平基金会中原地区宫颈癌联
合筛查临床基地正式落户郑
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大三附院妇科主任任
琛琛说，吴阶平基金会针对
的宫颈癌联合筛查项目，主
要是为宫颈癌筛查提供资金
支持，进行免费筛查和诊治。

“近些年没有全面的宫
颈癌普查，因此没有这方面
的大数据。”任琛琛说，建国
初期，我国宫颈癌高发人群
是45~50岁，现在则出现了
两个发病高峰：一个是20~

35岁，一个是45~50岁。
任琛琛认为，这和社会

发展，性观念开放，过早的性
生活、多癌流产等有关系。

“宫颈癌的重点普查对象是
早婚、多产、性生活史早的人
群，我们还要把健康知识宣
讲到大中学生中去。”她说。

在任琛琛看来，作为女
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宫颈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年
轻女性的健康。这次全面普
查，更便于把偏远地区原先
覆盖不到的人群筛查到。

由于目前正在做普查前
的准备工作，各个地方的普
查时间和地点等还待定，等
确定后，会第一时间告知公
众。线索提供 尚睿 史艳香

让体检成为精准的健康管理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荣膺“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

核心提示 | 未来几年可能患什么疾病，是可以预测的。去医院治未病，通过健康查体这一“防
患于未然”的健康管理手段，对疾病早发现、早干预，通过健康教育和管理，可以大大减少疾病的发
生率。近日，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健康管理示
范基地建设研讨会”在合肥召开，来自全国200多家健康管理示范基地的领导，1000余名专家参加
了会议。会上，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获评为第六批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并接予授牌，成为
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河南医疗机构。

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选择什
么样的体检项目？体检过程中需
要注意哪些问题？

11月5日，在河南省中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服务台的护士丁
翠翠正在接受咨询，通过科学的
检前调查问卷，她协助前来咨询
的陈女士选择了一份私人订制的
体检套餐。

“我母亲今年56岁，最近出

现更年期的症状，有些担心，希望
查体时能增加一些相关项目，护
士给的这些建议都非常好。”对于
丁翠翠给母亲推荐的个性化体检
套餐，陈女士倍感贴心。

“个性化体检才是实事求是
的体检。”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主任刘永生说，中心要求工
作人员开出体检项目前，必须弄
清体检者的基本情况、用药史、病

史、家族史等，以此为依据，量身
订制体检套餐。

刘永生主任说，即使是单位
集中体检，中心也可根据体检者
的具体情况，调换单位体检的部
分项目。“在这里，不管是个人体
检还是单位体检，都可以‘私人订
制’。只有这样，才能有病查出
病，没病查了也放心，让体检更有
意义。”

个性体检套餐

精准健康管理

□记者 林辉

脊柱健康加油站

行走后腿脚麻，或因腰椎管狭窄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倩倩

核心提示 |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腿脚麻疼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症状，不少人对此并不在意，认
为多休息就能好转。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主任周红刚在门诊中就常常遇到不
少对此毫不在意的老年人。他提醒，老年人如果出现腿脚麻疼症状，尤其是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疼
痛症状缓解甚至消失，但继续行走症状还会出现，要提高警惕，这可能是腰椎管狭窄。

去年，72岁的吴奶奶出现腿
疼，开始以为是年龄大了，属于正
常现象，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
没想到症状越来越重，走了几百
米路腿脚就发麻，得坐下休息一
会儿才能接着走。吴奶奶的家人
决定带老人到医院检查一下。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病诊疗中心门诊，吴奶奶被
确诊为腰椎管狭窄症。但是老人
有疑问了：“腰椎管狭窄症，为啥
我的腰不疼，腿脚疼麻呢？”

“腰椎神经根管狭窄后，既可
以由于腰椎神经根的直接受压；
也可以由于腰椎神经根管狭窄
后，导致局部静脉回流障碍，而引

起相应腰神经根的缺血。这样两
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可以出现腰
神经根功能障碍的相应症状，这
就是腰椎管狭窄症。”周红刚主任
说，腰椎管狭窄症的发病基础大
多是腰椎退变老化，因此多见于
中老年人，典型表现是间歇性跛
行。

“吴奶奶的症状就是典型的
间歇性跛行，可持续多年，随着时
间推移，症状逐渐加重，出现上述
症状之前的站立时间或者行走距
离逐渐缩短。”周红刚说，严重的
患者可能只能站立不到五分钟，
或者行走十来步就会出现症状而
不能继续行走。“不过，应该注意排

除血管病变引起的间歇性跛行。”
尽管被称作“腰椎管狭窄

症”，但大多数患者并没有腰痛。
周红刚解释，这是由于腰椎在直
立或后伸状态下，腰神经根不易
受压或缺血，而在屈曲状态下，腰
神经根易于受压或缺血。因此，
患者在长时间站立、行走或长时
间保持腰部后伸姿势时，容易出
现症状，这也是为什么患者干活
时怀里抱着一大堆的东西易于诱
发上述症状的原因；而在腰部弯
曲时不易出现症状，或者出现症
状后能在腰部弯曲时缓解症状，
于是，不少症状较轻的患者出门
就骑车，不得已只能“以车代步”。

间歇性跛行很典型

手术首先考虑微创

冬季，宝宝穿衣有学问

宫颈癌免费筛查
将惠及我省适龄妇女

□记者 魏浩

11月5日，位于郑州市
金水路玉凤路交叉口的植得
口腔医院盛大开业。

植得口腔医院是德国
ICX医学项目合作医院，拥
有6层现代化独栋口腔医院
大楼，10000多平米营业面
积，医院设置了口腔种植、口
腔正畸、儿童牙科等重点科
室。据院长刘明舟介绍：植
得口腔医院是中德技术合作

医院，将与德国弗莱堡大学、
德国 ICX公司深入展开技
术合作，让更多咱河南老百
姓享受德国口腔医疗品质。

近期，全球十大知名种
植体厂家：ICX（德国）、ITI
（瑞士）、百丹特（瑞士）、
ANKYLOS（德国）、安诺健
（法国）、登腾（韩国）、美格真
（韩国）强强联合，千万补贴
植得新院开业，十大植体最
高1颗减免5000元，缺牙的
朋友不妨去看看。

咋判断？

咋治疗？

很贴心

郑州植得口腔医院
盛大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