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2017年5月10日 责编刘静 美编阎嗣昱 邮箱 ttjkdh@126.com健康综合 AⅡ·06

刘佃温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

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
家，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
会长，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
肛肠分会副会长，河南省中医外
科学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疗事
故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
国中医肛肠学科名专家”、“郑
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注：因患者众多，市民可拨
打0371-65795660电话预约。

“当病程处于早期，局部酸
胀和跛行的症状轻微时，通过服
药、物理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症状。”周红刚主任说，虽然
一些解热镇痛药可减轻炎症反
应、缓解疼痛，但长时间服用会
带来消化道刺激，甚至导致白细
胞减少和肝肾功能的损害。牵
引、热疗等物理治疗，也可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但
无法使疾病断根。

“保守疗法，无论采用哪种，
其治疗机理都是减轻、改善压迫

造成的炎症反应。因此，只能在
短时间内缓解症状，无法彻底

‘疏通’被堵的腰椎管，心理安慰
大于实际效果。”周红刚主任说，
轻症患者或许可以尝试保守疗
法，当症状发展到影响日常的工
作和生活时，并且经过各种保守
治疗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还进
行性加重者的病人就应该考虑
进一步治疗，否则会导致下肢瘫
痪和大小便失禁的严重并发症。

近年来，对老年人腰椎管狭
窄症患者的治疗越来越受到重

视，之前治疗的方法需要开刀，
患者要能够耐受全身麻醉，很多
老年人有基础疾病，肝肾功能、
心功能不全，或者伴有高血压和
糖尿病，手术前要全面检查，指
标都得通过评估才行，这就让很
多人没法实施手术。

难道“七老八十”就只能卧
床等死？当然不是，随着椎间孔
镜技术的发展和医生水平的提
高，腰椎管狭窄症已成为椎间孔
镜治疗的常规疾病之一，尤其是
在计算机导航下更加精准，患者

丝毫感觉不到疼痛，住院时间
短，康复快。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病诊疗中心将计算机导航
技术和椎间孔镜技术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使腰椎管狭窄、腰椎
间盘突出、颈椎病、胸椎病等相
关脊柱疾病的治疗更
加精准、微创和安全。

□宗和

中医对肥胖病机的认识主
要为“多痰”和“少气”两方面。
此外，还与蕴热和夹淤有关。以
下是具有消脂瘦身作用的中药：

山楂 山楂性味酸、性温，
具有消积化滞、收敛止痢、活血
化淤的功效。特别是所含有的

独特的解脂酶，可促进脂肪类食
物的消化，尤能消化油腻肉积，
现代研究山楂中的山楂黄酮具
有减脂、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山楂银菊饮】山楂、金银
花、菊花各 10 克，代茶冲饮，多
次冲泡。

荷叶 荷叶有降血脂作用。
荷叶中的生物碱有降血脂作用，
且临床上常用于肥胖症的治疗。

【荷叶山楂麦芽茶】荷叶 6
克，山楂、麦芽各 15 克，沸水冲
泡代茶饮。

金银花 金银花性甘寒，善
于清热解毒、降火气、祛湿气。
《本草纲目》指出，久服轻身，长
年益寿。现代研究金银花能减

少肠内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浆
中的胆固醇含量。特别适合夏
天服用，不适合脾胃虚弱的人。

【三花茶】金银花、菊花各
10克，茉莉花3克，沸水冲泡。

玫瑰花 玫瑰花味甘微苦、
性温，最明显的功效就是理气解
郁、活血散淤和调经止痛。肝郁
气滞型的减肥可多喝。

【三花洋参茶】玫瑰花、茉莉
花、玳玳花各10克，西洋参3克。

决明子 决明子味苦、甘、
咸，性微寒，具有润肠通便、降脂
明目的功效，其独有的缓泻作
用，可以用来降血压、降血脂、通
便。体质寒凉的人不适宜选用。

【山楂决明子茶】山楂、决明

子各 9 克，沸水冲泡或煮成茶
饮，饭后饮用。忌空腹服用。

陈皮 陈皮性温、辛、苦，可
帮助消化、排除胃气，还可减少
腹部脂肪堆积。和决明子、荷叶
等性平、微寒的中药相配伍效果
更好。有发热、口干、便秘、尿黄
等症状者，不宜饮用。

【陈皮红酒茶】陈皮洗净晒
干，浸于红酒中，三周即可饮用。

需要提醒的是，单纯依靠减
肥产品或中药减肥茶瘦成一道
闪电的幻想并不现实，只有在合
理膳食、积极运动的配合下，才
能拥有健康、苗条的好身材。合
并其他病症的肥胖者，需要咨询
医生合理治疗。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张斌

日前，由河南省慈善总会主
办、河南省直工会协办、德国
ICX植体公司和植得口腔医院
共同承办的“口腔医疗无国界，
植得大爱暖中原”大型公益活
动，在植得口腔医院举行。

来自德国的28名专家团成
员，对植得口腔医院六层现代化
办公大楼进行了参观，植得口腔
先进的诊疗设备、严格的消毒程
序、省级临床检验科室、高标准
医疗操作流程、全面术前检查程
序以及专业、强大、稳定的医护
团队赢得了专家的一致肯定和
赞扬。当天，来自省内的50多
名医生代表，与德国口腔专家就
植得口腔的未来发展理念进行
探讨，并针对国际最新种植牙技
术开展了全方位交流。德国
ICX总裁表示，ICX公司愿意与
植得口腔构建长期友好合作伙
伴关系，相互学习借鉴，使中德
技术合作再上新台阶。

随后，相关机构负责人一起
为植得“微笑工程”慈善基金揭
牌，并分别向来自我省各地的
15名多颗牙缺失患者，进行了
德国ICX植体捐赠。

植得口腔医院院长刘明舟
受访时称，作为一家二级口腔专
科医院，植得口腔在给广大缺牙
者带来福音的同时，将会继续坚
定不移地支持公益事业，为创造
和谐社会贡献更多力量。

老人腰腿痛麻，当心腰椎管“堵”了
核心提示 | 一提起腰腿痛麻，很多老人首先想起来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实际上，老人腰腿痛麻多因椎管狭窄。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主任周红刚说，脊柱椎管就像是畅通的高速公路，里面的神经传导就像是奔跑的汽车。随着年龄
的增加，椎间盘发生退变，使得一个或多个平面的椎管有效容积变小，高速公路由四股车道变为一股车道，导致马尾神经根受到
压迫，进而引起腰腿痛麻等症状。

人体作为一台极端精密复
杂的“仪器”，为协调各器官、组
织与细胞的活动，需要发达的

“交通系统”作为保障。脊柱作
为“交通干道”，其重要性可想而
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再
加上久坐、长时间驾车、外伤等
因素，脊柱这条“干道”也会遭遇
交通拥堵——椎管狭窄，其中尤

以腰椎为甚。
“椎管内供神经和血管通过

的空间本来就十分狭小，如果硬
化增生的椎间盘和韧带再来凑
热闹，腰椎管难免会发生‘交通
堵塞’。”周红刚主任介绍说，下
肢的感觉和运动要靠神经的支
配，腰腿部营养物质的输送和代
谢产物的排出要靠血管。腰椎

管发生“拥堵”，神经和血管受到
压迫，后果不言自明。

周红刚主任说，缺血以后的
神经无法自如地支配双下肢运
动，所以很多病人反映行走一段
距离后就会出现两条腿没有力
气、麻木、疼痛等不适，需要休息
几分钟，再次行走相同距离后下
肢又会出现不适症状，这种现象

还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症状，就是
当腰椎处于伸直位时症状加重，
弯腰时缓解。因此，患者常常感
觉弯腰、骑车或者爬坡时正常，
但直立行走则困难。这种现象
叫做“间歇性跛行”，它是腰椎管
狭窄的典型症状，千万别再以为
长时间站立、行走后腰酸背痛是
年龄增长的必然。

腰椎管也会“交通拥堵”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保守治疗难彻底“疏通”

春季没减肥，现在好伤悲？
有减肥作用的中药推荐！

22岁女子便秘便血 竟是大肠癌晚期
常吃腌制、烧烤食物及熬夜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易增加患癌风险
核心提示丨在我国，结直肠癌死亡率在男性中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三位，女性为第二
位。究其原因，市民出现便秘、便血不够重视，才埋下大肠癌的隐患。日前大河报联合郑州
丰益肛肠医院举办的“肛肠病免费检查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市民可拨打0371-65795660
电话预约。

□记者 魏浩

22岁的小丽（化名）长期
便秘并偶尔便血，来到位于郑
州市嵩山南路103号的郑州丰
益肛肠医院检查后，竟被确诊
为大肠癌晚期。医生向她解
释说：“因工作压力大，吃饭不
按时，喜吃烧烤，这些不良的

生活习惯竟导致患大肠癌。”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专家

刘佃温表示，食物在烤制中产
生致癌物苯并芘，长期食用，
会诱发肠癌。而吃腌制肉品
或者熬夜酗酒等也会导致肠
癌的发生。

大便在直肠储存时，与直
肠癌出血混合，造成大便内混
杂有血液。所以，直肠癌出血
为陈旧性出血，颜色暗红或果

酱色，甚至是黑色，同时伴有
黏液或脓液。另外，肛门疼痛、
肛门瘙痒、肿物脱出、便不成
形都属于大肠癌的高危症状。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自引
进了超导无痛肛门镜，采用
1200 万像素的可视医用视
频、摄像技术，放大病灶部位，
让医患双方清晰、准确、直观
地了解病情，避免误诊，误
治。检查只需3~5分钟。因
此，患者在出现便血、便秘、肛
门疼痛或肛门瘙痒等情况时，
一定要早检查、早治疗，才能
从根本上预防大肠癌的发生。

案例 长期便秘、偶尔便血竟是大肠癌

解读 大肠癌引起的便血多呈暗色

福利
肛肠镜检查免费，
每日限十名

植得“微笑工程”
慈善基金启动
15名缺牙者接受捐赠

中药课堂
张仲景

专
家
推
荐

□记者 魏浩 实习生 韩笑恬
通讯员 周二彬

“我宣誓：继承南丁格尔精
神，坚守救死扶伤信念……”昨
日上午，随着市属各单位350余
名护士代表的庄严宣誓，2017
年郑州市“5·12”国际护士节表
彰大会拉开大幕。

在活动现场，郑州市相关单
位负责人为荣获2017年郑州市

“最美护士”荣誉称号的10名护
理工作者，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
及荣誉证书；为荣获“巾帼建功
标兵”、“巾帼文明岗”、“新长征
突击手”、“新长征突击队”的48
名护士、集体代表颁发了荣誉证
书。郑州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居民，
今年护士节期间，郑州市还将同
时开展护理专家讲师团下基层、
护理“品管圈”大赛、护理健康教
育微视频大赛、“健康我先行”健
步走等一系列活动。

郑州市
“最美护士”受奖

资讯速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