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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亚平

说到心梗，很多人会想到胸
痛，其实心梗也有许多非典型症
状。郑大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心
血管内科三病区主任张琳提醒，
有时上腹痛、恶心呕吐，突发头
晕、头疼等症状，也可能是心梗。

张琳说，心梗是冠状动脉闭
塞、血流中断，使部分心肌因严
重的持久性缺血而发生的局部
坏死，是目前最危重的心脏急
症，也是导致中老年人心源性猝
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心梗患者
最典型的表现是胸骨后压榨样
疼痛，同时伴有发热、面色苍白、

心慌、气促和出冷汗等症状。含
服硝酸甘油不能缓解，症状持续
大于15分钟以上，要高度怀疑急
性心梗。但是，还有一些非典型
的心梗症状，容易让人忽视：

1.腹痛。上腹痛为主要表
现，易误诊为急性胃肠炎、消化
道溃疡、胰腺炎、胆囊炎等。老
年人如在上腹痛的同时伴有呼
吸困难，皮肤、手指、嘴唇等处颜
色发青、心律不齐等，需要考虑
急性心梗的可能。

2.牙痛、下颌痛、颈肩痛。由
心脏疾病引起的牙痛，医学上称
之为“心源性牙痛”，常表现为牙
痛剧烈，但疼痛部位不确切，且

服用止痛药不能缓解，颈部放射
痛或者胸背部刺痛也常有发
生。患者如伴有大汗、面色苍
白、濒死感，应马上送医。

3.无痛性心梗。多见于老年
人，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心梗发生
时，常表现为上腹部不适、心悸、憋
气、低血压、休克等。主要原因为
糖尿病患者或老年人植物神经
功能减退，疼痛敏感性差等。

还有一部分表现，以神经症
状为首发表现，患者会伴有头晕
头痛、肢体瘫痪或突然意识丧
失、抽搐等类似脑卒中的临床表
现，这种情况下也不应忽略心梗
的可能。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张女士因便秘肠梗阻就诊
多家医院，平时一周多大便一
次，经十几次住院后梗阻缓解出
院，未进一步检查治疗，花费巨
大。近日，张女士在河南大学附
属郑州颐和医院诊断明确为结
肠冗长症，经该院普外二科王旺
河主任、张利军副主任团队施行
完全腹腔镜下行结肠切除术后，
恢复为一天两次大便。

张利军说，长期不排便会导
致结肠积聚过多粪便，粪便被结
肠吸收水分后越来越干结，越发
难以排出，严重时可造成结肠梗
阻，甚至结肠穿孔。便秘本身不

会导致患者死亡，但长期便秘可
引起肠道扩张，令毒素进入血管
通路造成肠坏死、中毒性巨结肠
等，患者可因感染休克而死亡。

张利军介绍，便秘原因很
多。有些是器质性的，如结肠的
肿瘤、扭转、梗阻、粘连、粪石积
聚；有些是功能性的，如全结肠
无力、结肠传输缓慢、直肠内套
叠、严重黏膜脱垂、直肠前凸等，
发展到一周大便少于一次就要
及时处理，必要时得动手术。

各种原因导致肛门括约肌
和盆底肌肉紧张痉挛，令患者因
大便时疼痛而形成便秘，需要做
手术切除部分盆底肌肉。多次
生育、年纪大、长期卧床等可造

成盆底结构松弛，女性可出现盆
底疝、阴道疝和子宫脱垂，还会
有排便无力的表现，需要做盆底
修补手术。

张利军说，70%的患者便秘
属结肠蠕动能力差导致的功能
性便秘，日常可遵循如下建议：

1.多吃利于排便的食物，如
粥水、糖水、青菜、带皮水果、花
生、芝麻、洋葱、蒜苗、萝卜、生黄
瓜等；少吃或不吃辣椒、姜、酒、
糯米、山药、芡实等。

2.多喝水，多运动，保持充足
和规律的睡眠。

3.养成起床后或早餐后不管
有无便意都到厕所蹲一下的习
惯，久之形成排便的好习惯。

“说起颈椎病，都以为是老
年病，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患上了颈椎病。”周红刚主任说，
长时间低头、面对电脑，颈部受
凉、颈部受伤等原因，都会引起
颈椎间盘突出、颈椎管狭窄、颈
椎退变、颈椎不稳、滑脱等各种
类型的颈椎病，而不同类型的颈
椎病表现也不同。有表现为颈
肩部和手指疼痛、麻木；有表现
为下肢麻木无力、双腿发紧（如
缚绑腿）及抬步沉重、足踏棉花
感、抬步打飘、跛行、易跪倒（或
跌倒）、足尖不能离地等症状；也
有表现为头晕头痛等。

临床上，许多患者在出现症
状后就开始求诊，明确诊断后逐
步开展一系列保守治疗，治疗一

段时间后，症状逐步缓解，但是
稍不注意，症状就会再次出现，
无奈只能再次就医。更有甚者，
由于疾病反复出现，对治疗失去
信心，产生某种心理疾病。

颈椎病和腰椎病都是退行
性疾病，患者大多是老年人，一
般在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岁。这
些患者往往会合并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高血压，不能耐受大
的开放式手术，而颈椎、腰椎病
情很重。还有一部分长期低头、
久坐的年轻人颈椎病、腰椎病的
发病率逐渐高发，他们都很年
轻，大多不愿意接受开放手术。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微
创方法治疗颈、胸、腰椎疾病，并

在微创治疗脊柱疾病的领域进
行探索并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
总结出一套完善的治疗体系。
开展的导航下脊柱内窥镜轩辕
系统前路、Delta系统后路治疗
颈椎病，为广大颈椎患者解除了
病痛。这种微创方法采用局部
麻醉，伤口仅有几毫米，微创一
结束即可下床，第二天复查完磁
共振就可出院回家，快速回归到
正常生活工作中。

另外，每周三下午在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东院区13楼病
房，会有来自全国20余家医院的
40多位脊柱专家针对脊柱复杂
疑难病例进行讨论会诊，若您有
这方面需求，可以找这里的众多
脊柱大咖排忧解难。

从昌图来到郑州，穿越1500多公里

千辛万苦就为打个“钥匙孔”
核心提示 | 从祖国辽宁最北端的昌图来到河南郑州，全程

1500多公里，路途遥远，这是为何？原来千辛万苦目的就是为了
打个“钥匙孔”！

两个多月前，辽宁昌图县30
多岁的赵先生出现颈部酸困、疼
痛，同时左手麻木并放射到五个
手指及手背部，颈部疼痛，向左
肩部放射，放射至左前臂，生活
工作受到严重影响，随后就到当
地医院就诊。辗转多家医院治
疗两个月，不见好转，医生都建
议开放手术，可是赵先生觉得开
放手术风险太大，不敢尝试。

针对他的颈椎问题，全家人
忙碌起来，通过亲友介绍，咨询

多家医院，都被告知需要手术。
就在他和家人几乎放弃寻找准
备接受手术时，一位亲戚医生刚
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中心进修学习回来，向他推荐
了周红刚主任带领的团队，该团
队在脊柱微创治疗方面经验颇
深，并且应邀多次参加国内外高
水平的脊柱外科学术大会交
流。家人立即联系周主任，得知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可以治
疗赵先生的病，且只需一个小孔

就可以解决问题时，一家人即刻
出发，来河南打这个“钥匙孔”。

经过仔细询问和检查后，周
红刚主任确定赵先生患的就是
神经根型颈椎病。当天，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的
专家团队对赵先生做了颈椎后
路椎间孔镜治疗。这种微创方
法就是在颈椎后路打个小孔，建
立一条通道，对被压迫的神经进
行减压。治疗后第二天就下床
活动，第三天就出院回家了。

昌图患者来郑求医 治疗三天出院回家

颈椎病年轻化 看电脑、玩手机是主因

除了胸痛 这些心梗症状别忽视

便秘也是病 严重时需手术

□记者 林辉

入秋后，56岁的牛先生
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小杯白
酒，一则解解乏，二则暖暖
身。可没想到，一次他喝完酒
后，第二天早起解小便竟然解
不出来。他急忙到医院就诊
后方才缓解了症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男科李俊涛博士说，秋
冬季，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晚上
临睡前或吃晚饭时会喝点白
酒。而中青年人则喜欢隔三
差五地和亲朋好友聚一聚，喝
喝酒高兴高兴。但需要提醒
的是，秋冬季喝酒，容易刺激
前列腺导致其充血肿胀，从而
诱发前列腺疾病发作。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本身就
患有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等
疾病。”李俊涛博士说，这在五
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主要是因为五
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很多人
本身就患有前列腺炎、前列腺
肥大，有些人已经表现为尿

频、尿急等症状，而有些人则
没有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
并且，目前由于久坐、生活不
规律、睡眠时间短等多种原
因，很多中青年人也患有前列
腺不适。

另一方面是因为酒精对
前列腺的危害非常大。李俊
涛博士解释说，前列腺在酒精
的刺激下，局部的毛细血管会
迅速扩张、充血，前列腺会侵
占更多的尿道空间，从而造成
排尿困难，压迫严重的时候，
就会出现排尿慢甚至无法排
尿等问题。所以，有些人在喝
完酒后会出现无法排尿等症
状，还有一些人甚至两三杯酒
下肚，就感觉膀胱部位胀痛。

李俊涛提醒，除了酒精，
还有些人冬天喜欢吃辛辣食
物，如火锅等，同样易导致前
列腺充血。如果在酒精和辛
辣食物的双重刺激下，前列腺
疾病的发病几率会更高。所
以，对于本身患有前列腺疾病
的人以及五十岁以上的中老
年朋友，秋冬季最好少饮酒。

线索提供 陈璐 毋杨

秋冬喝白酒
易诱发前列腺炎

□记者 刘静

马大爷今年74岁，患糖
尿病18年了。最近几个月以
来，他一直感觉右腿刺痛，后
被医院确诊为DM合并大血
管病变、周围神经病变。马大
爷慕名来到位于郑州河医立
交桥东100米路北的张仲景
国医馆河医馆，找到每周五上
午坐诊的国家级名老中医、主
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专
家、张仲景国医馆特聘专家袁
占盈主任问诊。

袁主任仔细询问马大爷
的情况，马大爷自述双膝盖疼
痛，右膝较重，两下肢发凉及
手麻，全身刺疼已数月，双下
肢浮肿。袁主任观其舌质发
暗、苔白，诊脉见沉细，经一番
望闻问切后，诊断为消渴（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气虚血瘀
型，应以温阳补气，活血化瘀
为治疗原则，遂开处方：补阳
还五汤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加

减，7服，日一服，早晚各一次
水煎服。

一周后复诊，马大爷自述
手麻、小腿刺痛、浮肿的症状
减轻。诊断见其舌暗红、苔薄
白，脉沉细，袁主任在前方基
础上加全虫、蜈蚣，7服，日一
服，早晚各一次水煎服。

三诊，马大爷手麻腿疼
痛、小腿困痛、浮肿基本痊愈，
苔白，舌暗，脉沉细。继续前
方，改全虫、蜈蚣、烫水蛭用
量，4剂，混合打细粉，每次
6g，日3次。继服一月余巩固
治疗。

袁主任指出，对于糖尿病
患者来说，糖尿病最可怕之处
不在糖尿病本身，而在于并发
症。糖尿病并发症已经成为
心脑血管疾病、失明、肾衰竭
等严重疾病的主要原因。所
以提醒广大糖友，要严格按照
医生指导用药，医学营养治
疗，积极锻炼，还应定期做并
发症筛查，如有任何不适，要
立刻就医，以免发生意外。

糖尿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并发症！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医生提醒

慢病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