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个月，来自豫东的8岁男
孩萧萧（化名）将接受马蹄内翻
足的左脚手术，这意味着双足马
蹄畸形的萧萧终将实现正常行
走功能。而就是如此简单的愿
望，萧萧一家人因为贫困，盼了5
年才实现。

临床上，很多像萧萧一样先
天性结构畸形的儿童，因为贫困
而延误治疗，长期忍受疾病带来
的痛苦。

2017年1月，国家卫生计
生委妇幼司、中国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基金会在2017年联合开展
了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省骨科医院）是该项目定点医疗
机构，符合条件的萧萧家人在拨
打 了 医 院 救 助 热 线
0371-85965013、 88820000
之后，成为在该院得到这项补助
的首例足马蹄畸形患儿。

一直以来，河南省洛阳正骨
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十分注

重公益活动，经常为贫困儿童多
做一些好事，多做一些实事。而
肌肉骨骼系统先天畸形的治疗
是医院的专业特色之一，有骨病
矫形、小儿骨伤、手外显微骨科、
脊柱外科等十几个专业病区可
以帮助到这些患儿。

获得救助的肌肉骨骼系统
先天畸形儿童需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患儿年龄为0~18周岁（含
18周岁）的城乡患病儿童；家庭
经济困难，能够提供村（居）委会
开具的贫困证明；曾经在项目定
点医疗机构因肌肉骨骼系统先
天畸形疾病，接受诊断、手术、治
疗和康复；医疗费用自付部分≥
3000元（含3000元）。

对2016年1月1日（含1月
1日）之后，患病儿童在项目定点
医疗机构接受诊断、手术、治疗
和康复产生的医疗费用给予补
助。依据患儿医疗费用自付情
况，一次性提供3000元至3万
元医疗补助金。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携手慈善为骨病患儿矫形——

“剃刀背”女孩在关爱中挺直腰杆
核心提示 | 我国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率为1%～3%，其中很多重度患者需要手术治疗，但一

例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平均花费5万～10万元，困扰着无数贫困脊柱侧弯青少年家庭。同时，髋先天
性变形、马蹄内翻足、先天性漏斗胸、手先天性变形、膝先天性畸形等肌肉骨骼系统先天畸形疾病，也
让很多贫困家庭作难不已。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携手众多慈善公益基金，救助符合条件的贫困脊柱侧弯
青少年和肌肉骨骼系统先天畸形患儿，用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护理服务，让这些孩子迎来新希望。

6岁的小兰（化名）出生在许
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3年前，妈
妈发现小兰左右肩明显不平，随
着年龄增大，左右肩高低越来越
明显，背越来越驼。

经医院检查，孩子患了脊柱侧弯
症，已经相当严重，但孩子太小，做脊
柱手术风险太大，没有把握。

随着年龄增长，脊柱侧弯的
情况越来越严重，虽日常行为暂
未受影响，但腰部的脊椎向左后
侧凸出来，像剃刀一样。

眼看孩子脊柱侧弯越来越严
重，再也耽误不得了。前不久，小
兰和父母慕名来到河南省洛阳正

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
区就诊。

医生发现，小兰脊柱侧弯已
达到80度，若不尽快手术，愈发
弯曲的骨骼将向内压迫胸腔脏
器，会对心肺功能造成极大伤害。

小兰属于早发性重度脊柱侧
弯，为最大可能地将手术对孩子
的身高和发育产生的影响减到最
低，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管委会主
任孙永强教授的指导下，脊柱外
科组织了院内专家会诊，结合专
家的意见，周献伟主任决定用生
长棒技术来治疗。

“生长棒”是在脊柱上固定一
根直径大约5.5毫米的钛合金
棒。这根棒有滑动性，随着儿童
的生长发育可延长、可调节。待
患儿生长发育基本接近成人后，
可将“生长棒”取出而最终融合。

可面对10万元左右的手术
费用，家贫的小兰父母犯了愁。

周献伟告诉小兰父母，“中华
慈善总会爱心捐助工程脊柱侧弯
项目”正在医院开展，再加上新农
合又能报销，这样花不了很多钱。

5月23日，小兰成功进行了
脊柱侧弯“生长棒”矫形手术。
弯了3年的腰终于挺直了。

为帮助更多家贫脊柱侧弯
青少年，中华慈善总会设立了爱
心捐助工程脊柱侧弯项目，并联
合有实力的医院，共同救助那些
贫困的脊柱侧弯青少年。

2016年 6月，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成
为该工程在河南的定点医院，并
开设了脊柱侧弯救助热线电话：
0371-88820000。

“脊柱侧弯的矫形手术费用
高主要是因为矫形的内固定产
品价格昂贵，一台手术做下来材
料就需要几万元，很多人放弃治
疗是因为内固定产品负担不起。”
孙永强教授说，救助项目启动后，
因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而无力支
付医疗费用、在河南省洛阳正骨
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进行住院
治疗的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在

经专家评估和有关政府部门审
核后，将接受爱心企业捐赠的合
格脊柱内固定产品，这一部分费
用将占医疗费用的80%。

“中华慈善总会爱心捐助工
程脊柱侧弯项目”提供救助后，
小兰住院期间剩余的费用还有
20146元，回到老家，新农合补
助了10767元。也就是说，治好
小兰的病，家里只花了9379元。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生长棒”让6岁女孩挺直腰杆

治好脊柱侧弯花了不到一万元

先天性结构畸形患儿最高可获3万元救助

骨质疏松的危险在儿童时
期就已潜伏了，因此预防骨质疏
松应从年轻时就开始。

在儿童期可以进食含高钙
的食物，如奶制品、豆制品、虾
皮、鱼类、蘑菇、木耳、绿叶蔬菜
及适量蛋白质。同时注意接受
足够的阳光照射并适当补充维
生素D，以促进钙的吸收。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

饮食均衡，食物摄取要注意高钙
低脂，含钙量较高的食物有牛
奶、乳酪、绿叶菜、大豆等。

孕妇建议多喝牛奶多吃含
钙和维生素D丰富的食物，例如
豆制品、鸡蛋、虾皮等海产品，做
到低盐和适量蛋白的均衡膳食，
避免营养不良。参加一些力所
能及的户外活动，改变不良的生
活和饮食习惯，戒烟戒酒。

骨质疏松的其他危险因素
很多，如遗传体质、种族、钙摄食
不足、大量抽烟、酗酒、服用某些
药物、缺乏运动、高蛋白高盐饮
食、内分泌疾病等。

平日要维持适量的有氧运
动，散步、登山、步行、游泳都是
很好的运动，而且要保持一定的
运动量。特别是办公室白领一
族，要注意多接触阳光。

骨质疏松不可怕 预防是关键
核心提示 | 目前我国已

是世界上拥有骨质疏松患者
最多的国家，约有患者9000
万。骨质疏松发病率已经紧
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跃居
老年疾病第三位。骨质疏松
最大的危害是易导致骨折，与
骨质疏松相关的骨折在老年
人中发病率高达30%以上。
不过，骨质疏松并不可怕，做
好预防才是关键。

骨质疏松前期症状不明显

骨质疏松被称为“寂静杀
手”，一是因为它在前期症状并
不明显，因此很多人不会引起重
视。二是因为骨质疏松在中老

年人中极其常见，是一种老年性
常见慢性病，因此是一种“流行
病”。但近期临床也发现，近年
来年轻的都市女性中患骨质疏

松的人越来越多，乱减肥、怕日
晒、少运动是主要原因。它已悄
悄走近不少三四十岁甚至二十
多岁的年轻女性。

骨质疏松前期没有明显的
症状，但是一些细微的信号却
能给我们敲响警钟。如身长缩
短、驼背、腰酸背痛、脆性骨折

等。
此外，中老年人、绝经后女

性、不爱锻炼及不爱喝牛奶的年
轻一族等人群都极易患上骨质

疏松，因此最好在平时定期检
查。骨质疏松还有遗传性，特别
是母亲有骨质疏松的，很容易遗
传给下一代。

腰酸背痛驼背是征兆

预防骨质疏松从年轻时开始

□刘璐

□文静

近年来，保健按摩被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但是按摩治疗
如果操作不当，也可能给你带
来不少的麻烦。

误区一：颈腰部按摩就是
简单的抓一抓揉一揉，放松放
松

在正规医院的按摩科，一
般都是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经
过严格的考核，取得资格证书
后，才能进行按摩操作。有些按
摩师仅凭简单常识，对解剖、经
络、穴位都不懂，便对患者进行
按摩，这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

误区二：颈腰部按摩对任
何人都适用

推拿按摩并不是所有人都
适合。比如各种严重出血病，
严重糖尿病，血小板低下等，如
果进行按摩，可能引发出血，局
部血肿，损伤机体。还有身体
虚弱、严重骨质疏松的人，情绪
激动、极度疲劳、饥饿状态等，
女性月经期、妊娠期等是不能
做保健按摩的。

误区三：哪个部位按着痛，
按完发红发紫，就是哪个部位
有问题

实际上，按摩时，大部分人
都会出现疼痛的感觉，但是疼
痛并不能说明就是有问题。有
的地方出现疼痛，是因为这里
的血管和神经很丰富，比较敏
感。另外，很多人第一次做按
摩的时候，由于不太习惯，可能

会感觉有一些疼，这是正常现
象。

误区四：按摩的时间越长
越好，次数越多越好

根据人体的神经肌肉和经
络的耐受度，推拿按摩在10～
15分钟完成效果最好，不能按
得太久。次数也不是越多越
好，一般来说，以保健为目的，
每周做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误区五：按摩的时候越用
力效果越好

推拿按摩的手法和力度适
当就可以达到刺激的效果，但
是用力过大对疗效作用不大，
反而可能对局部的软组织和相
关脏器造成损伤。按摩力度过
大，容易形成皮下瘀血和肌肉
损伤，有时还会引发骨膜炎，甚
至骨折，特别是颈部按摩，皮下
神经血管非常丰富，很容易造
成损伤，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小
心。很多因按摩不当导致损伤
的患者，大都是在外面按摩用
力不当，按完之后症状加重，才
来医院就诊的。

误区六：颈腰部疼痛，不用
看，按一按就好了

这是很危险的。颈腰部疼
痛很可能是颈腰椎病、颈腰椎
关节紊乱、颈腰椎间盘突出甚
至骨折肿瘤等造成的，这些都
是不能随便按摩甚至禁止按摩
的。还有落枕或者软组织损伤
急性期的病人，一般在24小时
后才可以按摩，否则会导致出
血加重，造成新的损伤。

颈腰部保健按摩
当心这些误区

健康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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