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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跑偏了怎么办？
“由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因人

而异，治疗方案也不尽相同。”周
红刚主任说，目前有许多保守治
疗的方法对症治疗，可以缓解患
者的不适。但是当椎管狭窄问
题严重影响到生活时，比如有的
人连续十几分钟都走不了，就要
考虑下一步治疗了。

随着近几年脊柱外科手术
技术的发展，腰椎管狭窄症的治
疗也愈发成熟，创伤更小。而全
世界脊柱专家对这类手术的共
识是：创伤越小越好，对脊柱稳
定性影响越小越好。既要扩大
椎管，彻底减压，又尽量不切除

或少切除患者的骨骼。如何做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在周红刚主任的带领下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
心团队一直紧盯国际脊柱微创
外科的前沿，熟练掌握多种脊柱
微创技术，根据患者病情制订个
体化的微创治疗方案，竭力以最
小的创伤化解脊柱疾病患者的
病痛。

在微创治疗老年性腰椎管
狭窄方面经验丰富，计算机导航
下椎间孔镜技术、Uless 技术、
Delta技术都是很好的解决老年
性腰椎管狭窄的方法，根据患者
具体的病情采用不同的方法进

行个性化处理。
据了解，这些微创方法共同

的优点就是治疗时间短、创伤小
（仅钥匙孔大小）、恢复快，第二
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不仅有效
地缓解了患者的疼痛，同时由于
恢复快能更早地进入正常生活，
提高了中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特别提醒广大读者：每周三
下午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东院区13楼病房，会汇聚来自全
国 20余家医院 40多位脊柱专
家，专门针对脊柱复杂疑难病历
进行讨论会诊，若您有这方面需
求不妨来看一看，让这里的脊柱
大咖为您排忧解难。

□记者 林辉

70多岁的李大爷有20多年
的高血压病史，现在已经服用四
种降压药，可是血压还是居高不
下。经人介绍，他来到郑州人民
医院高血压门诊就诊，开芸主任
详细询问了病史及查体后，初步
判断李大爷可能存在继发性高
血压，需要进一步检查明确。

继发性高血压是病因明确
的高血压。开芸说，常见病因有
肾实质性高血压、内分泌性高血
压、肾血管性高血压、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药物性高血压等。

据开芸介绍，临床有以下情
况时要注意筛查继发性高血压：

1.高血压的病程、血压水平、
治疗的反应：顽固性恶性高血

压；突发高血压或原来控制良好
的高血压恶化；

2.多囊肾的家族史；
3.肾脏疾病：血尿、蛋白尿、

肾功能不全；
4.服用药物：避孕药、激素等；
5.阵发性头疼、心悸、焦虑、

出汗；
6.睡眠打鼾较重。
听完开芸主任的讲解，李大

爷进一步完善了各种检查。原
来，李大爷多年来一直有重度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导致血压居
高不下。佩戴呼吸机治疗后，李
大爷的血压较之前有明显下降，
只需服用一种降压药即可完全
控制住血压。

“一般来说，继发性高血压
比原发性高血压发病时间早，血

压更难控制，更易发生各种并发
症。”开芸说，一些继发性高血
压，当原发病治愈后，血压有可
能会完全恢复正常。即使不能
完全控制，针对性治疗也能取得
更好的疗效。所以，对于首次发
现的高血压，一定要全面检查，
鉴别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继发
性高血压。

线索提供 金玉 王佳男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最近，杨先生由于晚上受
点风寒，有点小咳嗽，向来健
壮的他以为只是小感冒，多喝
水应该没啥事儿，结果几天
后，咳嗽越来越严重。他去就
诊后，被确诊为支气管哮喘。

“哮喘是在冬天寒冷季节
容易反复发作加重的咳嗽、气
喘、咳痰、胸憋等症状，如慢性
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
患。”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吴景硕说，哮喘易
在冬季发作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冬季的气候变化、对寒冷
干燥空气过敏；二是上呼吸道
受到了感染。

据吴景硕介绍，寒冷季节
预防哮喘，首先要远离哮喘引
发因素，较常见的有：狗、猫或
其他动物；感冒或流感；树、草
类的花粉；螨或霉菌；香水、油
漆、喷雾剂或其他有浓烈气味
的东西；香烟、燃烧木柴及烟
雾；阿司匹林或其他药物等。
因此，哮喘患者应加强调整并
注意生活、饮食习惯，寻找引
起哮喘的因素，尽量避免与这
些物质接触，这是预防哮喘的
有效措施。

“寒冷的天气极易引起感

冒、上呼吸道感染等常见病，
从而导致哮喘发作。”吴景硕
说，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应格外
注意防寒保暖，特别要注意颈
部保暖。在衣料的选择上，羊
毛内衣、鸭绒背心、动物毛皮
衣物及腈纶、涤纶等化学纤维
衣料，易引起过敏、荨麻疹、哮
喘发作，故哮喘患者的内衣以
纯棉织品为宜，且要求面料光
滑、柔软平整，衣服不宜过
紧。哮喘患者的衣被、床上用
品也应少用丝棉及羽绒制
品，外出注意戴口罩。

哮喘患者应注意加强营
养，平时多吃些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微量元素的食物，如
瘦肉、禽蛋、豆制品以及新鲜
蔬菜、水果、干果等。加强体
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耐受
力，减少发病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
支气管哮喘病患者只在哮喘
发作时才想起治疗，往往忽视
了缓解期的用药。”吴景硕强
调，哮喘的治疗重点应该放在
缓解期，也就是说，支气管哮
喘的治疗应当以预防性的治
疗为主，这样可以增强体质，
提高机体免疫力，从而预防哮
喘的反复发作。

□记者 刘静

李某今年42岁，一到冬天就
容易发生阵发性眩晕，且伴有恶
心呕吐的症状，让他痛苦不堪。
前些日子，他来到位于郑州河医
立交桥东100米路北的张仲景国
医馆河医馆找每周二上午、周五
下午坐诊的主任中医师、硕士生
导师、郑州市中医院专家、张仲
景国医馆特聘专家高彩霞求诊。

高彩霞问诊后发现，李某病

情发作时头晕目眩，视物不清，
无视物旋转、眼震及视野缺损，
伴有恶心、呕吐（自诉呕吐物质
黏腻）的情况，睡觉易做梦，大小
便正常，舌体胖有齿痕，质淡暗，
苔白厚腻，脉沉滑。经望闻问切
后，辨为眩晕症（痰浊上蒙），应
以燥湿祛痰，健脾和胃为主要治
疗原则。遂开具处方：半夏白术
天麻汤加味。（半夏、炒白术、天
麻、茯苓等多味药材）5服，水煎
服，日一服，分早晚两次服用。

5天后复诊，李某自述服药
后，头晕明显减轻，舌体胖有齿
痕，苔薄腻，脉沉。高彩霞嘱其
守上方，继续服7服。后随访头
晕之症渐渐消失。

高彩霞提醒，冬天是头晕头
痛高发季，特别是三高人群、中
老年人群，更应注意防护，日常
要注意保暖护颈，保证充足睡
眠，早上起床不可用力过猛，如
持续出现头痛、头晕症状，尽快
就医，不可拖延，以免发生危险。

腰痛腿麻走不远？是腰椎间盘跑偏了
核心提示丨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疼痛发作时，有时叫

人痛不欲生！不仅会腰痛，那疼痛还可能放射至腿部；腰板直不起
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卧也不是，走路更不行！

脊柱专家、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诊疗中心主任周红刚
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症，简单来说是腰椎间盘跑偏的后
果，除了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这一基本因素外，不良习惯、急性损伤、
过度劳损等已经成为腰椎退变愈来愈年轻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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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岁的张女士近半年来感
觉自己“脚力”明显下降：走半个
小时，腿就开始酸困、乏力、走不
动，非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才
能再走。去医院检查后，被告知
患了腰椎管狭窄症。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说，腰椎管
狭窄症多见于中老年人，是许多
人腰腿痛和下肢行走无力的常
见原因。

人到中老年后，各个组织出
现老化、退变、增生，腰椎管也不
例外。腰椎管附近的软组织会

增生、增厚，腰椎间盘膨出甚至
突出，骨质增生跑到了椎管内，
导致神经周围空间变小而受压。

据介绍，张女士所表现的
“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的
典型症状，即表现为行走后（通
常为数百米，严重时可为数十
米），出现一侧或双侧腰酸、腰
痛、臀部疼、下肢疼痛、酸胀、麻
木、无力，如同灌铅一样，以致难
以继续行走（有患者常常会说一
走路腿就困得不行）；但蹲下或
坐下休息片刻，症状即可缓解或
消失，患者继续行走，上述症状

又会出现。如此情况反复出现，
即为间歇性跛行。

间歇性跛行的表现可逐渐
加重，即能坚持行走的距离越来
越短，需要休息的时间越来越
长，常表现在步行过程中，骑车
一般不受影响。

不过，周红刚主任提醒，腰
椎管狭窄症与许多下肢关节的
病变、下肢血管病变症状有相似
之处，要注意避免相混淆而造成
误诊。在确诊椎管狭窄症前，一
定要先排除是否有下肢关节和
血管的病变。

椎间盘占据了不该占的位置

治疗首选微创技术

吃多种药都降不下血压

当心继发性高血压

冬季眩晕易发 中医调理有方

预防哮喘
远离过敏原很重要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胰岛
素是控制血糖的“王牌”和“底
牌”。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刘龙诞提醒，和其
他药物一样，胰岛素在使用时
难免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正确
应对才能利于健康。

刘龙诞说，低血糖是使用
胰岛素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大
多数情况是胰岛素剂量偏大，
或是由于患者肾功能受损、心
衰等原因导致。对于这种情
况，患者注射前仔细核对药名
和剂量，避免错误操作或注射
剂量错误。如有食欲下降、进
食减少等不适，可适当减少用
量或与医生联系，并密切监测
血糖。

其次，胰岛素所致的体重
增加，也多发生于Ⅱ型糖友，
特别是治疗前体重超标的糖
友。对于这种情况，患者应增
加运动，控制主食摄入，调整

饮食结构，适当增加蔬菜摄
入，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联合
使用有减重作用的口服药。

在临床上遇到的第三种
情况，是有些糖友用胰岛素后
出现水肿，其中下肢较明显。
刘龙诞说，这是胰岛素使体内
的水分潴留、排出减少所致，
大部分程度较轻，一段时间后
就会自行缓解、消失。如果水
肿较严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
加用小剂量利尿剂，以防止引
发心力衰竭。

此外，还有些患者在注射
后出现红色斑疹、瘙痒、硬结
等，严重的还可能全身起疹
子、出汗、胃肠道不适、呼吸困
难。专家提醒，出现任何过敏
反应都要立即就医！为减少
过敏，平时还应注意经常变换
注射部位；开封后的胰岛素不
要放在冰箱里；预混胰岛素和
中效胰岛素使用前要充分摇
匀，以免药液温度过低或药物
浓度不均造成对皮肤的刺激。

控制血糖 用好“王牌”

慢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