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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筛查和胃镜，应纳入常 规体检
□记者 林辉

天气逐渐开始凉爽舒适，
但对于一些高血压患者，问题
就来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心内科一病区主任王
永霞提醒，每逢天气转凉，都会
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因为没有及
时找医生调整用药，导致血压
增高，甚至诱发急性心血管事
件。

“现在这种温差大的天气
对高血压患者之所以危险，是
因为中午温度高，血管扩张，而
夜晚或者清晨温度骤降，血管
遇冷收缩、血流不畅，因此血压
波动较大。”王永霞说，高血压
患者要从夏天的生活习惯中走
出来，不要让自己受到“冷刺
激”，不要吃过多冷饮，不要用
冷水洗脚，晚上睡觉也要特别
避免受凉气侵袭，温度低时更
要注意保暖。同时，患者一定
要及时到医院，在专科医生指
导下调整用药，将血压控制在
一个合理的水平，从而降低心
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清
晨时分是个危险时刻。由于一
夜没有喝水，呼出不少水分，血
黏度高，再加上清晨服药前也
恰恰是降压药物效果最薄弱的
阶段，对有动脉粥样斑块的高
血压患者而言，此时斑块容易
破裂，导致心肌梗死、脑梗塞、
脑出血，因此风险非常大。”王
永霞说，想要度过清晨危险期，
建议患者要听从医嘱，根据自
己服用的高血压药物种类来选
择服药时间。如果是长效降压
药，建议前一天晚上服用，药效
可持续24小时，早上起床血压
也不会有大波动。如果短效药
物，则在第二天起床后应尽快
服用。

王永霞建议高血压患者，
不要熬夜、作息规律、保持充足
睡眠和心情舒畅、避免高盐、高
糖、高脂食品、严禁吸烟、限制
喝酒。多吃蔬菜和水果，睡前、
起床后喝杯温开水，不要用冷
水洗脸、洗脚，晚上睡觉也要特
别避免受凉气侵袭，温度低时
更要注意保暖。可以适量运
动，但以慢跑、散步、打太极等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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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生活中老年人多有贫血，大
多却未予以重视。郑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王羽说，贫
血会加速人体脏器功能的衰退，
加重原有的慢性病。若不及时
发现并引起重视，可能导致严重
的器质性病变。

王羽说，通常贫血只是一个
症状，不是单一疾病。需要先确
定病因，才能进行有效治疗。一
般情况下，随着人体的老化，骨
髓脂肪组织逐渐增多，造血的红
骨髓减少；老年人雄性激素分泌
不足，也会导致红细胞生成素减
少，影响红系干细胞的分化成
熟。由于老年人胃肠功能减退，

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较差，也会导
致造血物质摄取不足及吸收障
碍。此外，就是老年人免疫功能
普遍降低，可引起细胞性免疫异
常，机体的正常组织被自身的免
疫活性细胞和自身抗体所破坏，
产生自身免疫性贫血。由于免
疫功能降低，容易引起感染性疾
病、肿瘤，因而产生继发性贫血。

针对这些原因，王羽提醒，
老年人尽量参与一些力所能及
的锻炼，增加机体氧耗量，可延
缓造血功能的老化。注意含铁
食物的摄取，正确补充铁剂，多
进食含维C的食物辅助补铁；禁
止饮用咖啡、浓茶等，饮食均衡
全面，更有利于提高老年人食
欲，进而更好地改善贫血症状。

很多腰腿痛患者在明确诊
断为腰椎管狭窄症后，经过反复
长期保守治疗，症状仍未见明显
好转，这是为什么?

“因为椎管狭窄会对神经造
成压迫，压迫越久神经缺血损伤
的可能性越大。就像石头压迫
人的手一样，压迫早期时把石头

搬开，手很快可以恢复原样，如
果等手部皮肤肌肉烂掉再搬开
石头，手部就很难恢复原样，需
要更长的恢复时间，甚至可能一
直残留症状。”周红刚主任说，同
样道理，早期就把受压迫的神经
解除压迫，神经功能很快恢复，
症状很快消失，如果神经被长时

间压迫，有可能会缺血损伤，而
术后恢复神经功能就需要更长
时间，甚至有可能一直残留疼痛
或麻木等症状。因此，对于部分
长期保守治疗后症状不缓解的
患者，如果有治疗指征，建议及
早进行椎管减压治疗。

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发

展，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病诊疗中心在治疗腰椎管狭
窄症方面研究颇深，根据患者不
同病情采用微创导航下椎间孔
镜技术、Delta技术、Uless技术
来解决。治疗后，一般1天即可
行走，1个月内可恢复正常生活，
恢复效果较传统手术更理想。

42岁的他能吃能喝，为啥患早期胃癌？
专家提醒：胃癌早期症状很隐秘，血清胃功能联合胃镜检查应纳入常规体检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核心提示 | 在我国，每分钟确诊癌症患者有6个人。目前，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且治疗上
没有特效药，唯一有用的办法就是——早期筛查，早期发现。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专家提
醒，血清胃功能联合胃镜检查应纳入常规体检，而胃镜下黏膜下层剥离术更能在检查时就将确诊
的早癌清除掉。

42岁的赵先生今年6月参
加了单位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
体检中心的体检。体检报告中

“血清胃功能”提示胃泌素17、
胃蛋白酶原Ⅰ、Ⅱ等指标偏高，
建议进一步检查胃镜。赵先生
纳闷了，自己身体一向健壮，能
吃能喝，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血清胃功能检测，不
是胃癌标志物，而是生化指标，
其特异性高达80%以上。”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专家、消
化内镜中心主任张勤生教授说，
抽血主要测定其中胃泌素17、
胃蛋白酶原Ⅰ、Ⅱ、幽门螺杆菌
抗体含量，简称“胃功4项”。结
合以上指标结果，就能评估胃黏
膜病变的风险，高风险患者就可
以通过“深度体检”中的精细胃
镜检查，即对可疑部位进行放大
内镜、染色内镜等更精细的检
查，并进行病理检查，以提高早
期胃癌的检查率。

鉴于赵先生的血清胃功
能指标偏高，该院健康体检中
心“翠翠导医”团队的护士陪
同他到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做
了无痛胃镜检查。

张勤生教授为赵先生做
了蓝激光放大内镜检查，在胃
角后壁发现了小片状红色凹
陷，利用蓝激光电子染色放大
100倍后发现表面构造不明

显，微小血管不规则，取了活
检，病理结果提示：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

“这就是常说的早癌，河
南胃癌的发病率很高，早期胃
癌5年生存率超过90%，中晚
期胃癌即使规范综合性治疗，
患者5年生存率仍低于20%。”
张教授说，事实上，很多胃癌
即使到中晚期，也没有明显症

状，但一经查出，多已无法治
疗。通过血清筛查结合胃镜
发现的早期胃癌患者，恰恰是
平日没有特殊症状的患者。
做血清胃功能检查联合胃镜，
有助于尽早发现潜在风险。对
于极度恐惧内镜检查的患者，
或痛阈低、反应较强烈的患者，
或经济条件较好、追求舒适性
的患者，可选择无痛苦内镜。

随后，张教授为赵先生做
了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没想到
半个多小时，赵先生就从手术
室出来了，身上一个刀口也没
有，精神头儿非常好，住院不到
一周就痊愈出院了。

张教授介绍，随着内镜技
术不断创新和发展，内镜发现
的大部分早期癌和黏膜下肿瘤
（如食管病变、胃病变、大肠病
变胃肠道早期癌、侧发育息肉、

巨大型息肉、类癌及黏膜下肿
瘤等）可以实现内镜下的精确
切除，实现了不开腹手术对较
大病变的一次性完整切除，尤
其适合各种良性肿瘤、早期癌、
年老体弱、有手术禁忌证或怀
疑有淋巴结转移的黏膜下癌拒
绝手术者。

目前，研究发现胃癌高危
因素包括年龄超过40岁，有胃
癌家族史，来自胃癌高发区，有

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等癌
前疾病，有胃黏膜肠上皮化生、
不典型增生或上皮内瘤变等胃
癌前病变史，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高盐饮食、吸烟饮酒等。

张教授建议，血清胃功能
联合胃镜检查应纳入常规体
检，尤其是具有以上胃癌高危
因素的人群每年更应接受一次
此类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及早治疗干预。

胃镜检查，早癌无处藏身血清筛查，评估癌变风险

血清筛查和胃镜，应纳入常规体检

有些腰椎管狭窄症，治疗不能太保守
核心提示 | 脊柱是人体能够直立行走的重要支柱，椎管是指“脊梁骨”之间的管道间隙，里

面有神经、脊髓等重要组织通过，而腰椎管狭窄症是指各种原因引起椎管空间减小，压迫椎管内
神经根引起腰腿痛。

生活中，很多腰椎管狭窄症患者经过反复长时间的治疗，腰腿痛、麻木等症状仍未见明显好
转。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心主任周红刚表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患者在有治
疗指征时未及时疏通椎管，导致被压迫的神经受损。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腰椎管狭窄症又称腰椎椎
管狭窄综合征，多发于40岁以
上人群，尤以长期久坐，弯腰干活
的人多见，休息时常无症状，行走
一段距离后出现下肢痛、麻木、
无力等症状，需休息一段时间后
缓解，方能继续行走。随病情加

重，行走的距离越来越短，需休
息的时间越来越长。

很多被诊断为腰椎管狭窄
症的患者经常不解地问：“我家
人都没有这病，为什么我会得？”

据周红刚主任介绍，腰椎管
狭窄症是脊柱外科的常见病，发

病原因十分复杂，有先天性的腰
椎管狭窄，也有由于脊柱发生退
变性疾病引起的，其中最为多见
的是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

具体来说，大致可分为三
类：1.椎管先天发育异常；2.后天
性腰椎管狭窄，最多见，常发生

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是由
于长期劳损，或随年龄增大、身
体组织老化而导致腰椎间盘突
出、骨质增生、韧带增厚或骨化、
腰椎滑脱等；3.综合性椎管狭
窄，由于先天性发育异常和后天
性劳损退变等共同作用所致。

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人们
都会出现腰腿痛，那么，什么情
况下出现腰腿痛的症状时要高
度怀疑腰椎管狭窄症呢?

周红刚主任说，腰椎管狭窄
症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一侧或双

侧腿麻木、酸胀、疼痛或腰痛，走
路时症状越来越厉害，通常越走
越慢，行走一段距离后需要蹲下
休息才能慢慢缓解，这在医学上
称为“间歇性跛行”，但骑自行车
时，通常没有什么不适。

“其次是腰痛，向后弯腰时
腰腿痛加重是椎管狭窄的重要
表现，通常伴有长期反复发作
的腰痛，在天气变化、久坐劳累
后加重，休息后缓解，而且腰部
受凉，如吹空调、风扇后通常感

觉不舒服。”周红刚主任说，最
后，部分严重患者可能会有走
路乏力、大腿或小腿的肌肉萎
缩，以及会阴区麻木、大小便失
禁或尿急或排尿困难等症状。

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最多见

间歇性跛行是最典型的症状

有治疗指征时建议及早疏通椎管

老年人贫血，需要明确病因

夏秋换季，
留心血压波动

健康有方
体检、健康管理可咨询
0371-60908755、6090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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