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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问诊后，李玲了解到
两个关键线索：就在3个月前，
宋女士的弟弟因心肌梗死突然
去世，给她带来了沉重打击。
另外，宋女士是一名会计，性格
谨慎，事事要求完美。

了解这些情况后，李玲首
先安慰宋女士不要过度紧张，
继而给她做了详细的继发高血
压筛查，最终确定降压方案：降
压+抗焦虑。4周后，宋女士的
血压逐渐稳定，不适症状缓解。

“这种高低波动的血压称
为‘发作性高血压’。”李玲说，
通常是由两种情况引起的，首
先考虑内分泌高血压——嗜铬
细胞瘤或副神经节瘤，其主要
合成和分泌大量升高血压的物
质——儿茶酚胺，导致血压升
高。通过生化检查定性及影像
学定位，绝大多数都是可以明
确诊断的。另外一种情况占了
大多数，即心理因素相关性高
血压。焦虑、抑郁、睡眠障碍
等，都可导致血压升高。

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焦虑、抑郁症患者合并高血压
的患病率分别为11.6%~38.5%
和5.7%~15.8%。这种类型的
高血压表现为：血压难以控制，
波动大，伴随痛苦的躯体化症
状（过度、泛化的担心及惊恐、
易激惹、头晕、心悸、情绪低落、
疲劳或乏力、睡眠障碍、多部位
的疼痛或不适等），持续时间几
分钟到几天，发作频率从一天数
次到数月一次不等，发作间歇期
血压正常或轻度增高。

宋女士的生化检查不支持
嗜铬细胞瘤的诊断，她又存在
精神心理因素及明显的性格特
点，焦虑抑郁量表常有阳性表
现。因此，心理干预+抗焦虑治
疗是对症的。

李玲提醒，随着生活节奏
加快，心理因素性高血压患者
越来越多，但临床认识还不够，
很多患者因单纯服用降压药物
效果不佳而反复就医，甚至有
些误诊为嗜铬细胞瘤。临床医
师要反复多次与患者沟通，才
能做到精准诊断、精准治疗。

据马海军医生介绍，此项技
术将脊柱内镜技术与腰椎间融
合巧妙结合在一起，整个治疗在
局麻下进行，通过内镜技术下处
理各种压迫，如椎间盘突出、椎
管狭窄、术后翻修等，单一膨胀
式椎间融合非常牢固，对局部软
组织无任何干扰，具有创伤小、
恢复快的特点。

脊柱内镜下融合技术目前

国内仅有几家医院开展，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率先在国内开
展，标志着该院脊柱微创技术又
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始终秉承“竭镜所能，
无微不至”的理念，着力发挥脊柱
内镜优势，将新技术、新材料、新
理念有效结合，以最小的创伤成
本、最小的风险系数，达到最大的

治疗效果为理念，为患者提供更
安全、更微创的治疗方案，持续
推进椎间盘病诊疗技术的创新。

为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在该
院东院区13楼病房，每周四下午
3点都会聚来自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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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数十位专家讨论为患者制订最
佳的治疗方案。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不断创新，在国内率先开展

脊柱内镜下微创融合技术，巧治腰椎疾病
核心提示 | 近年来，脊柱内镜技术在我国得到长足的发展，

各种新理念、新技术不断涌现，目前脊柱内镜技术已成为脊柱外
科领域很重要的治疗方法。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不断创新，率
先在国内开展脊柱内镜下微创融合术，让广大脊柱病患者又多了
一种治疗新选择。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王阿姨今年68岁，近半年
来，饱受腰腿疼痛的困扰。这种
疼痛严重影响了生活，平时走路
都成了大问题，走一二十分钟就
没法继续，多数时间只能卧床，
疼痛让她好好睡一觉都很难。
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保守治疗，
但效果都不明显。

经熟人介绍，她来到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找
到周红刚主任。

周主任听了王阿姨描述的
症状，结合体格检查，X线片、CT
及磁共振检查显示腰椎退行性
改变，腰4/5椎间隙明显变窄，腰
椎间盘突出，压迫硬脊膜及神经
根，相应椎管狭窄，诊断为腰椎
间盘突出症及腰椎管狭窄症。

腰椎退行性疾病是导致腰
椎管狭窄症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腰椎管狭
窄症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加重，王
阿姨的情况就属于比较严重的，
必须尽快进行有效治疗。

椎间盘中心团队经过科内
会诊、讨论，认为王阿姨基础病
较多，身体情况较差，不适合全
麻下传统手术治疗。

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
看着患者家属迫切的眼神，

周红刚主任在与科室团队讨论
后，结合患者自身情况，决定为
其进行局麻下行脊柱内镜下融
合技术（EndoLIF技术）。

“这种微创技术很适合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

症、椎间隙高度降低、退变性腰
椎不稳、腰椎滑脱症等，尤其适
于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肺
功能障碍等疾病的患者。”周主
任介绍，传统手术在全麻下进
行，出血多，术后卧床时间长，花
费较高，患者不易接受。而这种
治疗方式采用椎间孔镜下局部
麻醉，完全能实现传统手术的减
压、融合效果，在治疗中能随时和
患者沟通交流，安全性高，恢复
快，治疗后1~2天即可下床活动。

经过精心准备，3月3日，在
周红刚主任指导下，马海军医生
为王阿姨进行治疗。历时一个
半小时，治疗过程中患者生命体
征平稳。治疗后王阿姨腰痛及右
下肢疼痛完全消失，效果显著。

身体差基础病多，脊柱病怎么治？

“患者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

血压如坐过山车，祸首竟因焦虑

核心提示丨近一个月来，
60 岁的宋女士血压忽高忽
低 ，有 时 血 压 高 到 190/
100mmHg，有时又低到了
90/60mmHg。每天发作好
几次。最后，在省人民医院
内，专家找到了罪魁祸首——
焦虑。

宋女士是郑州人。虽然患
高血压十几年，但平时管理得很
到位，血压控制得相当平稳。但
是，近一个月来，她的血压莫名
开始波动。原本好好的，忽然血
压就升到了190/100mmHg，加
量服药不管用；有时又低到了
90/60mmHg。最初，是几天发
作一次。后来，每天要发作好几
次。一发病，就出现头晕、心慌、
失眠等各种症状。有一次发病
很难受，她太害怕了，就打了
120。可被急救车拉到医院后，
一量血压，又正常了！这次发病
更难受，她又打了120。同样“诡
异”的情境再次发生：到医院后
血压又自动恢复正常。

最终，经人介绍，宋女士来
到省人民医院。接诊她的是该
院高血压科省级知名专家李玲。

就诊时，宋女士的血压为
180/90mmHg。佩戴动态血压
监测，结果却显示血压均值正
常：白天为123/72mmHg，夜间
为106/60mmHg。

血压频现“诡异”情况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张晓华

心理因素性高血压临床认识不够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上周，60多岁的马大爷
去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做体检，结果发现肺部长了
肺大疱。平时喜欢上网的马
大爷上网一查，肺大疱会导致
气胸、血气胸、呼吸衰竭而死
亡，或者看到肺大疱的疾病和
肺气肿、结核、炎症、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等相关。他一下子
很紧张，不知该怎么办了。

“肺大疱是指由于各种原
因导致肺泡腔内压力升高，肺
泡壁破裂，互相融合，在肺组
织形成的含气囊腔。”河南中
医药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
生介绍说，年轻人的肺大疱大
多和发育有关，大多数发现于
男青年，身材瘦高，胸廓扁
平。而中老年人肺大疱的原
因较多，比如，既往有肺部炎
症、结核，或者长期吸烟，有慢
性支气管炎或者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刘永生说，经过回访，得
知马大爷的抽烟史近40年，

而多年吸烟会导致肺部功能
差，肺泡壁弹性减退，产生肺
大疱。肺大疱在有多年吸烟
史的老年人中比较多见，平时
打喷嚏、咳嗽甚至做噩梦都可
能诱发肺大疱破裂，导致气胸
的出现。

较大的肺大疱可以通过
胸片发现。由于近年来大型
检查费用不断下降，胸部CT
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择，不仅更
清晰显示肺大疱的个数、大
小、部位；还能去做鉴别，如肺
囊肿、气胸、薄壁空洞型肺结
核或肺癌；有没有合并症，如
肺气肿、肺炎、结核、肿瘤等。

据介绍，年轻人发现有肺
大疱，但从来没有破裂过，是
不需要处理的。中老年人的肺
大疱，处理起来要综合考虑。

如何预防肺大疱发生
呢？刘永生说，对于年轻人，
膳食均衡，不挑食，定时体育
锻炼，适当缓解学习压力，远
离不良生活习惯。对于中老
年人，戒烟，选择健康生活模
式，定期体检。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人过四十便会注意到视
觉的改变，并随年龄增大而逐
渐明显。郑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眼底一病区主任高雪霞提
醒，如果熟知以下常见的症
状，可有助于迅速干预、避免
视力下降。

阅读、缝补越来越困难。
随着眼睛老化，晶状体的弹性
下降，近距离阅读或作业出现
困难，这种情景被称为“老
视”。几乎所有40岁左右成
年人都会出现老视，最常见的
处理便是佩戴老花镜。

突发灼热感或刺痛、流
泪。尽管看似截然相反的症
状，但都可为干眼的表现。随
着老化，干眼逐渐常见，尤其
是经历激素变化的女性，因为
激素波动可以改变泪液的质
量。对于多数干眼患者可以
直接购买市售滴眼液治疗。
如症状无缓解，则需要进一步
就诊于有经验的眼科医生，可
给予药物抑或手术等干预。

眼前黑影飘动或偶发闪
光感。眼前飘动的黑影通常
为玻璃体腔飘动的细胞团所

致。闪光感则为玻璃体对光
敏感的视网膜组织牵拉所
致。随年龄增加，黑影及闪光
感会更加常见，但是黑影突然
增加则为视网膜撕裂的症状，
需要及时予以手术。

颜色变淡、出现晕环。可
能是白内障的症状。白内障
指眼内晶状体混浊，随年龄增
长，每个人都会出现白内障，
最常采取的治疗措施便是手
术干预。

中央视物不清、人脸辨识
困难。为年龄相关性黄斑变
性的常见症状，其症状常不易
察觉，直至出现视力下降。定
期常规眼科查体是早期发现
该病避免视力下降的必需。

过路口困难：周边视野恶
化缺损可为青光眼的体征之
一，青光眼则是不可逆性失明
的主要病因之一。由于视功
能下降/视野缺损发生比较缓
慢，因此，患者常意识不到疾
病存在直至出现视野缩窄。

为确保眼睛健康，高雪霞
建议，所有人在40岁时进行
眼睛基本检查，65岁及其以
上老年人每1至2年眼睛查
体。

常年抽烟影响肺功能

中老年人当心患肺大疱

阅读越来越困难、眼前黑影飘动……

这些视觉变化老人要警惕

慢病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