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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造
成了椎管容积变小，多数医生主
张手术治疗，但对早期症状比较
轻的病例可试用药物治疗、功能
锻炼等保守治疗。不过，保守治
疗只是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
缓解症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
疼痛发展到持续影响正常生活、
工作时，应考虑下一步治疗。

近年，微创方法进入脊柱外
科领域，让一些高龄、基础疾病多
而难以接受开放手术放弃治疗的

患者找到了解决病痛的新途径。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病诊疗中心团队在周红刚主任
的带领下，对用微创方法治疗脊
柱疾病研究颇深。针对各种类型
的腰椎管狭窄，目前主要采用导
航下椎间孔镜Uless入路和专门
的通道骨性狭窄处理系统（Del-
ta）来解决。据悉，导航下操作使
治疗更精准，6毫米的伤口使治疗
更微创，局部麻醉使治疗更安全，
微创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床活动，

复查磁共振，结果出来就可以出
院，这种快速康复、安全微创的治
疗方法得到许多患者的认可。

为造福广大脊柱疾病（颈、
胸、腰）患者，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相继成立
了六个“脊柱微创”诊疗分中心，
即颈椎病微创诊疗中心、胸椎病
微创诊疗中心、腰椎病微创诊疗
中心、胸腰椎骨质疏松微创诊疗
中心、脊柱疑难疾病会诊中心、脊
柱畸形诊疗中心。

胃肠是人体健康的第一道防
线，防线一旦破坏，会导致消化道
溃疡、出血、穿孔等。不及早治
疗，甚至会使胃肠不断恶变，危及
生命。刘永生建议，当您出现口
臭、胃胀、胃痛、反酸、恶心、呕吐、

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及腹泻等症
状时，及时做个胃肠道体检。当
前，胃肠病呈年轻化趋势，45岁以
后最好定期对胃肠道体检。

在父亲节来临之际，大河报
联合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推出“感恩父亲节 尽孝送健康”
特别行动，送出200份免费的胃
超声造影检查（每份价值 182.9
元，需提前预约，限成年男性）。
即日起一周内，凡前往该中心体
检的男性均可享受检查优惠。

□记者 李晓敏

6月10日，大河报联合
拜博口腔共同主办的“拜博
口腔数字化种植牙手术直
播”活动圆满落幕。继5月
份拜博口腔IDDC专家彭布
强创造了2分54秒种1颗牙
的纪录后，6月10日纪录再
次刷新——种一颗牙仅用2
分01秒。

随着口腔医学的发展和
生活水平的进步，曾经的“奢
侈品”种植牙逐渐走入寻常
百姓家，成为缺牙人士优选
的修复产品。为普及种植牙
知识，消除广大缺牙人士对
种植牙手术的恐惧，拜博口
腔和大河报多次联合举办种
植牙手术直播，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好评。“原本以为种植
牙手术很疼很可怕，可是在
直播全过程，没有看到任何
出血，时间也快得惊人，才2
分01秒！”现场观看手术的
人无不为之动容，开始对种
植牙这项技术有了足够的信
心。

刚种完牙的肖先生从手
术室出来后，很快来到直播
大厅分享了自己的种植牙感
受。“真是快啊，感觉刚进手
术室没干啥就种好了。打麻
药时会有一点点疼，像蚂蚁
叮了一下，瞬间就不疼了。
大家种牙都不要害怕了，看
看我就知道了！”肖先生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种
牙手术一点都不可怕，赢得
了现场观众阵阵的掌声。

大河报联合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推出“感恩父亲节 尽孝送健康”特别行动——

200份免费胃肠超声造影检查送“父亲”
核心提示 | 调查显示，胃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已达20%左右，而

中年男性成为最容易“中招”人群。如果不及时治疗，胃疾病长期反
复发作容易转化为癌症。

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在父亲节来临之际，大河
报联合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推出“感恩父亲节 尽孝送健康”
特别行动，送出200份免费的胃肠超声造影检查，喝杯“奶茶”（助显
剂）轻松查出胃病。同时，凡前去体检的男性均可享受检查优惠。

43岁的陈先生是公司经营部
门的负责人，隔三差五喝酒吃饭
应酬，经常到晚上十点多下班，下
班后，他都要吃点夜宵，烧烤、火
锅等一概不拒。时间久了，开始
出现胃酸症状，有时还会胃痛，他
却自认为是慢性胃炎，难受了就

吃点药，或忍一忍。就这么过了
两年，胃疼得实在受不了，吃药也
不管用了，他才到医院检查，结果
被告知患上了胃癌。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主任刘永生说，现代人的胃病发
病率越来越高，特别是男性。除

了经常喝酒吃饭应酬，还会因为
工作忙碌打乱饮食规律，更不用
说有更危险的吸烟行为了。因
此，胃炎、胃溃疡、胃出血等成了
男性的常发病。若不及时治疗，
胃病长期反复发作容易转化为癌
症。

得了胃病大多要做胃镜、肠
镜检查。可提起胃镜，想到插管、
下镜，那种痛苦实在让人难忍
受。即便无痛胃镜的出现，也让
不少人心有余悸。

现在，喝杯“奶茶”，就能轻松
检查出胃病，这就是胃肠超声造
影检查。胃肠超声造影检查是利
用胃充盈的一种超声检查法。它
通过助显剂充盈胃肠腔，消除胃
肠腔内气体、内容物等对超声波
的干扰，使声束能顺利穿透，从而

达到胃肠壁结构及其病变能更加
清晰显示的目的。

做检查前喝下的“奶茶”，其
实是由山药、陈皮等纯天然食材
搭配的胃肠助显剂。

与其他手段相比，胃肠道超
声造影检查具有无创、无X线辐
射、安全性高的特点，且操作简
便，可重复性好，更具临床实用价
值。常规B超和彩超的诊断率只
有60%，而利用胃肠技术的超声
诊断率可达90%以上。

“这种技术适用于胃肠道疾
病健康检查、胃肠术后复查、胃镜
检查禁忌证、胃镜检查不到的疾
病，如胰腺癌，总胆管下段癌、腹
膜后肿瘤等，尤其对于一些老年
人、小儿、食道狭窄、吞咽困难、剧
烈呕吐、肝炎病毒携带者和不愿
意接受胃镜检查的患者特别实
用。”刘永生说，超声造影技术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结构加功能成
像，是目前最先进的超声成像技
术。

胃酸两年错当慢性胃炎治

喝杯“奶茶”轻松查出胃病

200份胃肠超声造影检查免费送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腰腿酸困、无力，警惕腰椎管狭窄
核心提示 | 走几步就觉得累，稍微上几步楼梯觉得腿脚乏力没劲，
生活中，很多老人经常感觉到疲劳，不断捶腿揉腰。还有一些老人
甚至会出现跛行，但稍微休息一下又没事了。其实，这些老人很可
能患上了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李阿姨最近一个月以来，感
觉腰特别酸，稍微坐久，站都站不
起来，腿也没力气，抱着孙女外出
遛一圈，腿又麻又软。到医院检
查才发现，导致她腰腿酸软的原
因不是因为疲劳，更不是常说的
缺钙，而是腰椎管变窄了。

“腰椎管是由前方的椎体后
壁、椎间盘、后纵韧带，侧方的双
侧椎弓根和关节突，后方的椎板
和黄韧带组成。”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主任周
红刚说，这些组成部分增生肥厚
或椎间盘的突出等，都可造成腰
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的原因有
很多，腰椎退行性改变是引起继

发性腰椎管狭窄的最主要原因。
据周红刚主任介绍，退行性

腰椎管狭窄症是指由于椎间盘、
关节突等脊柱结构退变老化而导
致的椎管狭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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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往往会长
期反复腰痛，并伴有臀部、下肢甚
至腹股沟部的疼痛，痛的性质为
酸痛、刺痛、灼痛等。

“值得一提的是，腰椎管狭窄
患者有个共同特征。”周红刚主任
解释说，患者常在步行一二百米
时下肢有逐渐加重的沉重感，或
疼痛、麻木、乏力等不同的感觉，

不得不改变姿势或停止行走，弯
腰休息一会儿或下蹲后症状会立
即减轻或消失，继续走，不久疼痛
又出现。这类患者在骑自行车时
感觉正常，直立时疼痛反而加重。

由于椎管狭窄症是一个慢性
的退变过程，早期症状常不明显，
患者常有不十分明确的慢性腰痛
史及轻度活动受限。许多人容易
忽视对它的治疗，等到病情严重
时才就医，此时往往已错过了最
佳治疗时期。所以，如果患者有
长期腰痛或步行数十步或数百米
后，出现一侧或双侧腰酸、腿痛、
麻、无力、抽筋等症状，应尽快到
医院确诊。

腰腿无力，或是腰椎退行性改变

持续影响生活工作时，应考虑进一步治疗

中药课堂
张仲景

拜博口腔种植牙
手术直播再刷新纪录

夏季炎热，阳气外盛，人
们容易贪凉饮冷，而过度贪
凉饮冷容易损伤脾胃之气，
甚则损伤脾肾的阳气，导致
脾肾阳虚。另外，夏季人体
的新陈代谢活动旺盛，汗出
得多，毛孔开泄，若汗出后受
风或空调过凉都容易损伤人
体阳气。因此，夏季顾护人
体的阳气很重要。

根据“春夏养阳”的原
则，许多好发于冬季的疾病，
如果在夏季进行调理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慢性
支气管炎、哮喘及高血压、肾
阳虚等。

在众多传统滋补品类
中，四季皆可服用冬虫夏
草。虫草药性平和，既可滋
阴，又可养阳，夏季服用不但
不会燥热上火，而且能有效
地调节阴阳平衡，改善体质
虚弱。根据其药性特点，尚
能在夏季坚持服用，对慢性
支气管炎、哮喘、高血压、肾
阳虚、前列腺炎等冬季发病
率较高的疾病会有明显改
善。

1.提高免疫 冬虫夏草
能够提高人体免疫，促进抗
体产生，增加吞噬细胞数量，
增强免疫功能。虫草里的虫

草多糖是免疫调节剂，可增
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虫
草素可以抑制肿瘤细胞，调
节免疫系统，预防多种疾病
的发生。

2.缓解“夏打盹” 夏季
炎热，温度过高，人体大量排
汗，而随汗液可排出大量钾
元素，从而导致人们夏季倦
怠疲劳，即通常所说的“夏打
盹”。中医认为气随津脱，气
不足也会导致乏力。冬虫夏
草具有补虚损、保肺气等的
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表
明，冬虫夏草可以改善心率、
增加心率输出量、提高耐缺
氧能力。

3.柔肝养肺 《本草从
新》记载：“冬虫夏草有滋肺
阴、补肾阳、止嗽化痰奇效。”
现代药理研究中，冬虫夏草
对改善肝脏功能主要体现
在，虫草酸、SOD和维生素E
等都能抗肝组织纤维化、抗
脂质过氧化，达到保护肝脏
的功能，还能避免因长时间
工作造成的肝脏疲劳。

冬虫夏草的服用方法，
可以泡水，可以和西洋参一
起泡茶饮，还可以入药膳，著
名的虫草药膳是虫草老鸭
汤。

夏季阳易伤，养阳正当时！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健康有方
体检、健康管理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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