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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变性脊柱侧弯的治疗可
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

周主任说，较轻的患者，表
现为可耐受的腰背痛，无或较轻
的下肢疼痛，可暂时采用保守治
疗，包括腰背肌功能锻炼、非甾
体类抗炎药、理疗、支具等。

“对于进行性加重的腰背
痛、双下肢进行性加重的疼痛、
麻木等症状；侧凸进行性加重伴
失稳的患者往往要采用手术治
疗。”周主任说，此类患者如果不
做手术，畸形会继续发展，久站
久坐后腰背酸痛加重，进一步发
展可出现呼吸困难、进食困难，
部分患者还可出现下肢麻木、肌
肉萎缩，重者可能出现截瘫。

随着近年来技术的不断进
步，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已经相当
成熟。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病诊疗中心采用计算机
导航下手术，更精准，更安全，几
天就可以下床活动，手术后患者
明显长高了，腰背也挺直了。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高血压患者，同时会伴随着
很多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并发
症会随时发作，威胁患者的健康
和生命！高血压的很多意外，会
在不经意间发生，让很多人防不
胜防、措手不及！如果高血压患
者突发意外，该怎么办？

“如果血压突然升高，首先
应保持情绪镇定，不要惊慌失
措。”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大心
血管内科主任范萍介绍说，若是
在野外，应转移到荫凉处坐下或
躺下，使上身和头部抬起，以免
血液过多流向头部。必要时可
用浸冷水的毛巾敷于头部，或用
40℃～45℃的温水浸泡腿脚

20～30 分钟，使血压稳定下
来。也可以按摩头部，即用两手
大小鱼际按住头部两侧揉动，由
太阳穴揉到风池穴。

“然后，以双手掌心贴在胸
部，缓慢地深呼吸，并向下抚摸
到小腹部。接着，捏手掌心，先
用左手大拇指按于右掌心，并从
手掌心至指尖。”范萍说，如果有
速效降压药(舌下静脉吸收药)，
可立即含服。经1～2分钟后自
测血压仍未下降，或者头痛、头
昏，出现恶心、呕吐等，应立即到
医院就诊。

突然口眼歪斜、半身不遂，
是高血压患者尤其是伴有脑动
脉硬化者很容易出现的一种紧
急情况，常常是脑出血、脑血栓、

脑栓塞的主要表现之一。如不
及时治疗，可危及患者生命。范
萍提醒，急性期应在发病当地抢
救，不宜长途运送及过多搬动，
以免加重出血。应将头部抬高
30°，注意保持呼吸道通畅，随
时吸除口腔分泌物或呕吐物，适
当给以吸氧。在发病后的4小
时内，每小时测1次血压、脉搏，
观察神态、呼吸、瞳孔，直到病情
稳定为止。

急进型或严重高血压患者，
由于心脏负荷过重，排血受阻，
可引起急性左心衰竭的症状。
患者在呼吸困难的同时可有频
繁咳嗽，常咳出泡沫痰，伴烦躁
不安、面色灰白、口唇青紫、大汗
淋漓，严重时可咳出大量粉红色

泡沫痰。
范萍说，如在家中出现上述

紧急情况，家人要注意以下几
点：第一，立即使患者取坐位或
半卧位，双腿下垂，以减少静脉
回心血量，减轻心、肺负担；其
次，吸氧，以改善肺通气状况；第
三，送往医院急救。

□记者 林辉

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并不
在于“血糖高点儿”，而在于潜
伏在高血糖背后的心、脑、肾、
眼、神经等多器官损害。因
此，到医院看糖尿病，除了明
确诊断以外，还应进一步做病
情评估，把糖尿病诊断、分型、
并发症等问题彻底搞清了，才
能有的放矢地采取针对性治
疗。那么，究竟应做哪些检查
呢？

“首先，关于‘糖’的检测
就有4种之多。”郑州人民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董其娟介绍
说，血糖（包括空腹血糖和餐
后2小时血糖）是诊断糖尿病
的依据；当患者空腹或餐后血
糖比健康人稍高，但还没达到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时，就需要
进一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
验，来确定究竟是糖调节受损
还是糖尿病；无论空腹还是餐
后血糖，反映的均是某一时刻
的血糖值，要想准确了解血糖
的波动情况，可以进行72小
时动态血糖监测了解血糖全
貌；最后，还有糖化血红蛋白，
能客观准确地反映近2～3个
月内的总体血糖水平。

然后，是胰岛功能测定，
包括胰岛素释放试验和C肽
释放试验，可以了解患者胰岛
功能的衰竭程度。另外，胰岛
b细胞自身抗体检查，可用于
糖尿病的分型。

董其娟说，糖尿病最大的
危害来自于它的各种并发
症。为了全面了解病情，患者
还须检查下列指标：

1.尿常规，包括尿糖、尿
酮体、尿蛋白、白细胞等多项
指标；血糖、血尿酮体、血乳
酸、血渗透压及二氧化碳结合
力；血脂及血黏度；血压；肝肾
功能；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测
定；免散瞳眼底照相；感觉阈
值测定或神经肌电图检查；心
电图、心脏彩超；四肢血流多
普勒或下肢血管超声；胸部X
线片；骨密度检查。

“需要指出的是，糖尿病
并发症在早期阶段往往没有
明显症状。一旦有了水肿、蛋
白尿、视力下降、手足麻木、间
歇性跛行等症状，并发症多已
进入中晚期，治疗难度增大，
效果欠佳。”董其娟说，最好的
办法就是早期诊断、及早治
疗，防患于未然。因此，在糖
尿病诊断之初，无论有无症
状，均应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以后还要定期复查，以利于并
发症的早期发现。

线索提供 余华 薛蒙蒙

刘佃温教授表示，超导光电
子肛肠镜是目前国际上检查肛
肠病最简单科学的设备，其采用
高达1200万像素的医用高清探
头及摄像技术，将肛肠内部深层

病灶以视频直播的方式，显示在
电脑屏幕上，医患双方均可看到
病情发展状况，病变无所遁形，
从根源上减少误诊、漏诊，为精
确治疗提供了可靠依据。

老人腰背痛，或因脊柱侧弯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核心提示 | 提起脊柱侧弯，很多人首先会想到青少年，却不知道成年人也会出现这种疾
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退变性脊柱侧弯的发病率明显增长。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主任周红刚提醒，退变性脊柱侧弯是引起老年
患者驼背、腰背痛、下肢痛、间歇性跛行的重要因素，需要引起重视。

62岁的陈女士反复腰痛
20年，脊柱佝偻、侧凸，走几十
米的路，腰背就驼得像虾米一
样，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最后，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病诊疗中心确诊为退变性脊
柱侧弯，且弯曲比较严重，腰椎
第2-5节都出了问题。

“退变性脊柱侧弯与年龄

相关，人体开始衰老后，骨骼会
发生退行性病变。”周红刚说，随
着年龄增长，椎间盘发生退变，
椎间隙高度丢失，引起两侧关节
突不对称性损伤，椎间盘及小
关节突等组成的功能单位不能
维持脊柱正常的排序和运动，
椎体向某一侧倾斜，发生侧方
移位或前后滑脱等，脊柱失去正

常的生理平衡，引发脊柱侧凸。
周红刚说，目前一般认为

老年性骨质疏松可能与退变性
脊柱侧弯发病没有直接相关
性，但骨质疏松容易加快退变
侧弯的进展。骨质疏松症患者
的脊柱侧弯发生率明显高于正
常，尤以女性患者居多，这和女
性绝经后内分泌激素改变有关。

腰痛是退变性脊柱侧弯患
者最常见的表现。据周主任介
绍，多数患者在脊柱背伸时腰
背部酸胀、疼痛明显加重，持续
时间长，药物治疗不易缓解，且
坐下、躯干前倾时疼痛通常不缓
解，这使得患者必须坐直，上肢
支撑起身体重量。有时会出现
患者平卧时无明显症状，站立
一段时间或行走一定距离后，出
现腰部支撑不住身体或腰痛。
有医生称之为“姿势性腰背痛”。

“部分患者常常表现为腰
痛晨轻暮重的特点，即腰痛在
早起时较轻。”周主任说，这是
由于休息一夜的缘故。但随着
白天的活动，到了下午或晚上，
渐渐觉得腰痛加重，难以支撑
身体，以至于要弯腰，躯干前
倾，以减轻疼痛。部分患者需
卧床休息。严重的，只有早晨
1～2小时较为舒服的时间。

还有一部分患者表现为一
侧或双侧下肢疼痛、麻木、发

胀、肌力减退，出现下肢感觉减
退和行走无力。因为前屈不能
使椎管及椎间孔扩大而缓解神
经根受压，所以肢体疼痛、麻
木、发胀、无力的症状并不能通
过前屈动作而缓解。

退变性脊柱侧弯患者还有
腰椎管狭窄的症状，即行走一
段距离后，出现一侧或双侧下
肢沉重、胀痛、麻木、无力等，休
息片刻可继续行走，行走一段
距离又会出现腿部不舒服。

62岁的她 腰背驼得像虾米

腰痛最常见，多为晨轻暮重

出现病症及时治疗

高血压患者突发意外，这样自救

大肠癌筛查公益活动月底结束
有便血、肛门疼痛、肛门肿物及大便异常等高危症状的市民要抓紧时间检查确诊
大河健康热线电话：0371-65795660

核心提示丨肛肠健康普查活动已经开展将近三个月，据统计数据显示参检人数接近700人，其
中预约肛肠镜检查和要求实施微创手术的患者占了绝大多数，比例达到80%左右。其中结直肠
肿瘤患者达到43人。

赵大爷是此次活动的受益
者之一，66岁的他，早在5年前
还没有退休时，就饱受痔疮的困
扰。赵大爷说，刚开始没想到痔
疮有多严重，只是上厕所用纸擦
屁股时，感觉有些疼，以为是小
毛病，并没有放在心上。平时痔
疮犯了自行买点药吃吃、抹抹，
效果时好时坏。“这次活动刚好
赶上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的活动，
就想过来做个彻底的检查，顺便
也做个痔疮微创手术，老病根终
于彻底治好了，自己和家人也安
心了。”赵大爷高兴地说。

“没做手术前，我也不相信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的技术这么
好。真是微创无痛，伤口很小，
也没感觉到疼。”郑州中原区的
刘女士坦言，亲身体会了才知
道，原来痔疮手术真的不疼。

很多痔疮患者比较排斥手
术治疗，更愿选择保守治疗。但

现在，痔疮手术已经进入微创时
代。普查过程中，市民预约最多
的就是“无刀除痔”，该技术出血
少、恢复快，还能最大限度避免
术中损伤、术后感染等并发症的
发生。多数患者在第二天即可
正常排便，痊愈后几乎看不到创
口，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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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医
外科学会主任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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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魏浩

活动好评如潮，
市民扎堆就医

患者亲身体验，无痛痔疮手术

发现早期病变的最好方式是肛肠镜检查

专家
推荐

得了糖尿病，
该做啥检查？

注：郑州丰益肛肠医
院是医保、新农合定点医
院，市民就诊时请携带相
关证件，医院地址：郑州市
嵩山路与陇海路交叉口向
北100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