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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一年半前出现反复咳嗽，由
于症状并不严重，没到医院诊
治；半年前，咳出的痰出现血丝，
医生检查后诊断为右肺腺癌，且
肿瘤已发生远处转移。近日，尚
阿姨在家人的陪伴下，到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该院肿瘤内科三病区主任
曹旸在完善检查后，确诊尚阿姨
为右肺腺癌骨转移Ⅳ期，在基因
检测中发现其符合靶向药物治
疗条件。但口服药治疗一月后，
肿瘤未见缩小，尚阿姨同时患有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
基础疾病，也无法耐受全身化
疗。为减轻肿瘤负荷，曹旸及团
队医生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选
用局部消融联合靶向治疗。

射频消融是应用消融电极，
在CT引导下经皮穿刺使射频电
极进入实体肿瘤组织，通过高温
使肿瘤组织发生蛋白质凝固变
性，从而达到局部消除肿瘤组织
的目的。

术中，曹旸反复研究患者
CT影像，在确定穿刺位置后，射
频刀一次进入肿瘤中心，保证了
手术的顺利完成。

目前，尚阿姨已出院，接下
来需在使用靶向药物治疗的同
时，进行定期复查。

□记者 林辉

随着人口老龄化，骨质疏
松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尤其是
老年女性人群中发病率更高。
有研究表明，60~70岁女性中
有1/3患有骨质疏松，80岁以
上女性2/3患有骨质疏松。骨
质疏松症的患者往往表现为腰
背疼痛、乏力、身高变矮，尤其
是容易发生骨折，严重影响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测量骨密度
能明确骨骼矿物质含量，有效
预测骨折风险，临床上用于评
价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

据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内分泌科史素琴博士介

绍，目前各个医院用于测定骨
密度的仪器有多种，最常见的
就是双能X线骨密度仪和超声
骨密度仪。

两种检查方式有何不同？
“双能X线骨密度仪通过X

射线管球经过一定的装置所获
得两种能量，即低能和高能光
子峰。此种光子峰穿透身体
后，扫描系统将所接受的信号
送至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得
出骨矿物质含量。”史素琴说，
该仪器主要测量代表松质骨的
椎体和代表密质骨的股骨颈，
精确度高，测定误差小于1%；
安全性高，检测一次的放射剂
量相等于一张胸片1/150；可以

准确评估每年骨密度自然变
化，以及药物干预后骨密度是
否增加，与骨折发生风险密切
相关，是国际卫生组织采用的
临床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
准”。

超声骨密度仪，则是利用
声波传导速度和振幅衰减能反
映骨矿含量多少和骨结构及骨
强度的情况，主要测量部位为
跟部或手指，与双能X线骨密
度仪相关性良好。史素琴说，
该法操作虽然简便、价格便宜，
但测定误差大，在临床不能用
于确诊骨质疏松及评估每年骨
密度自然变化，而用于筛查骨
质疏松症。因此，对于绝经后

女性及年龄大于50岁的男性建
议使用双能X线骨密度仪了解
自身骨密度情况。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郑州的张先生因胰腺炎反
复发作，就诊于多家知名医院，
虽多次治疗后有所缓解，却不料
出现了胰腺假性囊肿并发症，囊
肿约13厘米，有压迫症状，腹痛
伴进食明显减少，多吃点食物就
感觉恶心、呕吐，患者体重逐渐
下降，痛苦不堪。

患者后慕名来到河南大学
附属郑州颐和医院普外二科就
诊。在学科带头人王旺河主任
的主持下，科室进行了详细的术
前讨论，一致决定为其行腹腔镜
微创手术。

术中，在全腹腔镜下为患者
行胰腺囊肿内引流术（胰腺囊肿
空肠roux-en-y吻合）。患者
术后恢复良好，逐渐正常进食，
已康复出院。

据该科副主任张利军介绍，
胰腺假性囊肿是急性胰腺炎常
见并发症。目前常用的手术方
法有三种，几种方法各有适应
证。其中，腹腔镜手术创伤小、
优点多。腹腔镜胰腺囊肿内引
流手术方法有两种，胰腺假性囊
肿胃吻合术及胰腺假性囊肿空
肠roux-en-y吻合术，在腹部
开4到5个0.5~1厘米的切口，
术中根据情况选择不同手术方
法。其手术方法是在切割闭合
的基础上，进行手工缝合，操作
技术要求高。

出现腰椎管狭窄，单单借
助理疗、康复等保守治疗，效果
十分有限，而开放手术往往因
中老年患者身体不能耐受而不
能接受。近几年，随着微创技
术在脊柱外科中的蓬勃发展，
伤口小恢复快的脊柱内镜微创
治疗已逐步取代部分传统的脊
柱开放式手术。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专注于脊柱的微创治
疗，通过1万余例的微创病例，

在微创治疗脊柱疾病的领域进
行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先后开展了脊柱内窥镜轩辕系
统前路、Delta系统后路治疗颈
椎病，尤其是脊柱内镜下治疗
胸椎管狭窄更是填补了国内空
白。该中心积极推动脊柱微创
事业的发展，每月招收来自全
国各地的20余家医院的医生来
进修学习微创技术；对省内18
个地级市110余县区医院逐一
召开椎间孔镜实用技术论坛；

建立了覆盖河南、安徽、山西、
广西、甘肃等地几十家医院的
椎间盘专科联盟。

在学术方面，周红刚主任
及其团队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
进行学术会议交流和手术直
播，甚至有国外专家前来交流。

近几年，椎间盘中心承办
了多场大型学术会议，把河南
的脊柱微创事业推至高峰：
2015年承办了全国脊柱微创新
技术研讨会暨中原第三届脊柱

内镜学术大会；2016年承办了
全国脊柱微创高峰论坛；2017
年12月22日~23日，圆满承办
了第二届十省市微创脊柱联
会，在赢得同行的一致好评的
同时，彰显了自身实力。

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在东
院区13楼病房每周四下午3点
都会会聚来自全国20余家医院
的40多位脊柱专家，专门针对
脊柱复杂疑难病例进行会诊，
为患者定制最佳治疗方案。

走走停停，腿疼麻、酸胀、无力？

小心腰椎管狭窄症找上你！
核心提示 | 很多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会慢慢发现自己不愿意走稍远的路，走一会儿，

一侧或两侧腿就酸沉、麻木或疼痛，别人看到会发现走路时有点瘸。蹲下或坐下休息一下，就
能够正常走路了，但是再走一段距离后，还要再歇一会儿。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
心主任周红刚提醒：这可能是腰椎管狭窄症在作怪。

12年前，孙大爷发现自己
有腰痛伴双腿疼痛的毛病，以
为是年纪大了，就没放在心上。

近年来，孙大爷腰腿疼痛
越来越厉害，双腿还有麻木症
状，行走越来越困难，要走长距
离，就必须走一段歇一段。

孙大爷就诊多家医院，均
被建议手术治疗。但他对手术
有着各种担心，就一直吃镇痛

药、理疗进行保守治疗，但长期
吃镇痛药效果越来越差。

在朋友的推荐下，今年已
62岁的孙大爷来到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周红刚
主任的门诊。经详细检查，确
诊导致孙大爷腰腿疼痛的原因
是腰椎管狭窄症。

周红刚主任说，腰椎管狭
窄症大多是腰椎的退变老化，

如椎间盘突出、黄韧带肥厚、关
节突增生肥大、腰椎不稳等造
成腰椎管严重的继发性狭窄，
引起马尾神经或神经根受压。

“孙大爷这种走走停停的
症状被称为‘间歇性跛行’，是
腰椎管狭窄症的典型症状。多
数患者以为是自己年龄大了，
腿脚不灵便了，随身带着马扎，
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周红刚主

任说，之所以走路会出现间歇
性跛行，是因为人步行时腰椎
处在伸直状态，椎管腔相对狭
窄，加之下肢运动使椎管内组
织充血水肿，从而压迫马尾或
神经根而产生下肢无力、麻木、
疼痛。而当人骑自行车时，腰
部处于前屈状态，此时椎间盘
后方间隙增宽，椎管腔扩大，症
状也就不会出现。

走走停停，或因腰椎管狭窄

保守疗效有限，微创术解忧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两种骨密度检查方式，这样选

胰腺炎反复发作出现并发症

腹腔镜下微创
引流切除囊肿

肺癌患者骨转移

射频刀直击
肿瘤中心

近年，临床医生发现，结直
肠癌发病率日渐上升，但大多数
老百姓并不重视，很多患者被确
诊时已到晚期。为此，政府部门

在2016、2017两年都将结直肠
癌筛查纳入郑州市“十大实事”
当中。专家建议40岁以上的市
民应每年做一次肛肠常规检查。

大便带血查不查？专家告诉你
便血、肛门疼痛、异物、便秘等也是大肠癌前兆，一定要早检查确诊。
参加2018大肠癌免费筛查公益活动，可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

核心提示丨1月2日，郑州丰益肛肠医院联合大河报启动了2018大肠癌免费筛查活动。活动备受市民关注，当天记者采
访发现，活动首日有50余市民参加筛检，而做一次肛肠检查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而且受检者没任何不适感。

进入郑州丰益肛肠医院门诊
楼，就能看到导医台，市民可在这
里登记分诊。在与主诊医生进行
简单沟通交流后，就能申领到检查
单和病历本。在做完肠道清洁后，
进入检查室，进行常规检查及肛肠
镜检查，随之即可拿到报告单。

荥阳的冯大娘一大早就来到
筛查点，两年来她一直有大便带血
和便秘问题。拿到检查结果后，她
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只是内痔
和便秘。同村来的姚大娘经检查
发现患有肛乳头瘤，幸亏发现及
时，没有发生恶变。在祛除息肉
后，医生又进一步做了病检。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刘佃温
教授表示，从肠黏膜增生到腺瘤
病变需要5~10年，且早期症状
并不明显。因此患者有以下症
状，要格外警惕：

1.排便习惯改变。之前排便
规律，最近拉肚子或便秘十分频
繁。

2.长期便秘。表现为大便困
难或粪便变细，且一次不能排净。

3.腹泻。常常水性粪便中混
杂着血液，排便后还有粪便残留
感觉。

4.肛门疼痛或瘙痒。可能是
肿瘤细胞刺激神经末梢所引起
的。

5.肛门肿物脱出。肛缘有肿
物隆起或直肠内肿物脱出。

6.便血。常表现为大便表面
带血，颜色鲜红或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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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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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参检，
过程仅需15分钟

出现六个症状 要早检查早确诊

40岁以上市民应每年做一次肛肠检查

专家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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