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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管这样的‘交通要道’
发生‘拥堵’，单单借助保守治
疗，效果十分有限。”周红刚主任
建议，轻症患者或许可以尝试保
守疗法，当症状发展到影响日常
的工作和生活时，且经过各种保
守治疗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
重的患者应该考虑进一步治疗。

提到外科手术，很多人都会
心中一震，甚至马上联想到巨大
的伤口、大量的出血、腰背部上
个钢板钉……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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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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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计算机导航下椎间孔
镜不同入路方式、宽通道技术等
微创方法解决老年性腰椎管狭
窄，根据患者具体的病情采用不
同的方法进行个性化处理。

这些微创方法具有共同的
优点就是治疗时间短、创伤小
（仅有钥匙孔大小）、恢复快，第

二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不仅有效
缓解了患者的疼痛，同时由于恢
复快能更早进入正常生活，提高
了中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温馨提醒
每周四下午在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东院区13楼病房，会
聚了来自全国 20 余家医院的 40
多位脊柱专家，专门针对脊柱复
杂疑难病例进行讨论会诊。若
您有这方面的需求不妨来看一
看，这里有众多脊柱大咖为您排
忧解难。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戴秀娟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器官
之一，被称为“人体的化工
厂”。患了肝病，人的肝功能
就会受到一定影响。河南省
中医院肝胆脾胃病科主任党
中勤教授说，肝病患者应积极
进行有效的治疗，除了须按医
生要求用药治疗外，还可以合
理地进行饮食治疗。

党中勤介绍，肝病患者宜
讲究更广泛的食谱，讲究营养
价值合理互补，讲究荤素合理
搭配，讲究烹调的精细，讲究
菜肴的花样色泽。

“肝病患者要多吃含有丰
富的葡萄糖、果糖和维生素的
新鲜蔬菜和水果。”党中勤说，
糖可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维
生素可增强肝脏修复、再生、
解毒、止血能力。多食富含甲
硫氨酸食物，如菜花、小米、菠
菜、甜菜头、海米等，此类食物
可在体内提供甲基制造胆碱，
进而分解成磷脂，促进肝脏脂
肪运转，消除肝脏脂肪。

有些食物讲究用量，不宜
吃得太频繁。党中勤说，如巧
克力、水果糖及各种甜食一天内
不宜多吃；松花蛋、方便面、香
肠、罐头食品、烤炸牛羊肉等
熏烤煎制品及臭豆腐等不宜
多吃；霉变食品切忌食用；动、
植物油有哈喇味后不宜食用。

党中勤推荐了几款食疗
药膳，肝病患者不妨一试：

1.鸡骨草煲红枣。鸡骨草
60克，红枣10枚，煎煮服汤。
功效：健脾和胃，清热利湿、退
黄，适用于湿热型黄疸型肝
炎。

2.党参粥。党参15克，切
末加粳米适量煮粥，早餐用。
功效：益气健脾，适用于脾虚
型慢性肝炎。

3.女贞子当归粥。女贞
子、当归各15克，粳米75克，
共同煮粥，加白糖适量调味，
早餐用。功效：滋补肝肾，适
用于肝肾阴虚型慢性肝炎。

4.鲫鱼冬瓜汤。鲫鱼（去
鳞和内脏）120 克，冬瓜 120
克，同时放入锅内，加水适量，
炖煮两个小时，以鱼稀烂为
度，空腹喝汤。功效：健脾、利
水、消肿，适用于肝硬化腹水。

5.赤小豆汤。赤小豆30
克，玉米须 30克，冬瓜子 15
克，加水煎服，每日1剂。功
效：健脾、利胆、利水，适用于
肝硬化腹水。

6.山楂饮。生山楂30克，
每天煎汤代茶饮。功效：活
血、消食、化积、祛脂，适用于
脂肪肝。

7.芹菜大枣汤。芹菜连根
30克，大枣10枚，煎汤代茶饮
服。功效：健脾、利湿、祛脂，
适用于脂肪肝。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一些老年人总是流泪，这是
疾病征兆吗？郑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眼科主任张海军介绍，多数老
人流泪属于功能性异常，建议及
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

据介绍，50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群，由于白眼球表面的眼球结
膜松弛，泪水无法通过原有的轨
道排出，不能沿下眼皮边缘流到
内眼角，就会引起流泪不止。结

膜松弛，也叫结膜堆积综合征，它
是眼科的常见病，主要表现为不
自觉流泪，开始主要是迎风流泪，
后来在屋内也不自觉流泪，有的
甚至由于反复流泪，擦拭双眼，导
致眼睑皮肤红、肿、痛甚至糜烂，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张海军介绍，门诊上经常有
老年人觉得，流泪只需多擦拭就
可以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
的想法。擦拭多了不仅会加重结
膜松弛，若用力向下擦拭泪水，可

导致眼睑外翻，使得流泪症状更
为严重。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向鼻
上方擦拭或在外眼角轻轻吸干。

张海军提醒，对于结膜松弛
症的治疗，应避免自行乱用眼药，
需由医生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来
决定。轻度结膜松弛的老年朋友
可采用局部按摩和湿毛巾热敷，
必要时可根据病情手术解决。患
了结膜松弛症的人也不用着急，
因为只要诊断明确，治疗结果一
般较好。

□记者 林辉

57岁的王先生是个“超级瞌
睡虫”。20年来，他从来没有完
整地看过一部电影，每次看了开
头就睡过去了；骑自行车外出，
眼皮老是打架；吃饭的时候，嘴
里还含着饭菜，人就已经呼噜连
天了；甚至站着时，睡意也会突
然袭来。医生说，王先生患了重
度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主要是体内缺乏氧气造成的。

据郑州人民医院呼吸与重
症医学科主任贾金广介绍，患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轻则口干舌
燥，白天困倦，工作效率下降，重

则由于长期低氧、高碳酸血症引
起心脑肺肾的病变和内分泌紊
乱致高血压、心律不齐、心梗、脑
梗甚至引发猝死。

有调查发现，在打鼾患者
中，有50%以上伴有高血压；而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有30%的
人合并有打鼾的症状。这些患
者中大多数血压波动幅度大，睡
眠时血压不下降，甚至出现夜间
的血压超过白天。

贾金广说，如果因为打鼾而
造成血压的暂时升高，可以适当
调整治疗用药，如在晚上改用平
和的长效制剂，早晨起床后也要
及时用药。这样可以减少早高

峰的血压水平与持续时间。
打鼾多见于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患者，以及肥胖、咽部疾
病、吸烟等人群。贾金广说，打
鼾会增加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的
危险性，所以打鼾者要积极治
疗，并注意以下几点：

1.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减少
感冒。

2.不吸烟，少吃辛辣的食物，
减少对咽部的刺激。

3.肥胖者控制饮食，减轻体重。
4.避免长时间仰卧。
5.积极治疗咽部炎症，可以

饮用菊花茶、金银花茶等。
线索提供 魏然 王佳男

当腰椎管遭遇“拥堵”

腰腿疼麻酸胀无力或会找上门
核心提示 | 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腰椎疾病已经成为上班族和

中老年人群中最为常见的多发病，不但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且发
病年龄愈发年轻化、低龄化，已经成为继癌症、心脑血管疾病之后
威胁人类健康的又一大“杀手”。

然而，每每出现症状，许多人只是简单热敷、按摩或服用止痛
药了事。殊不知，这样做并不科学，甚至在不经意间已埋下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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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腰腿痛，很多中老年人
认为是腰椎间盘的问题。事实
上，导致腰腿疼痛的原因有很多，
腰椎间盘突出症只是其中之一，
中老年人更常见的病因是腰椎管
狭窄。

据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介绍，椎管
内供神经和血管通过的空间本就
十分狭小，随着年龄增长，加上久
坐、外伤等因素，加速椎间盘的退
变，导致硬化增生的椎间盘和韧
带再来凑热闹，腰椎管很容易出
现“交通堵塞”——腰椎管狭窄症。

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症
的典型症状。患者久站或较长距

离行走后会出现下肢疼痛、麻木、
酸胀、无力等症状，蹲下或坐下可
使症状缓解或者消失，再行走又
出现症状。周红刚主任说，这种
间歇性跛行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当
腰椎处于伸直位时症状加重，弯
腰时缓解。患者常常感觉骑车或
者爬坡时正常，直立行走困难。
有的患者最初能正常行走几百
米，慢慢地走十来步就出现症状。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要谨
防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体力劳
动者，尤其是常担重物者、体育工
作者更是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的
高发人群。”周红刚主任提醒，由
于腰椎管狭窄症是一个慢性的退

变过程，早期症状常不明显，患者
常有不十分明确的慢性腰痛史及
轻度活动受限。这些症状往往在
活动或工作后加重，休息后得以
缓解，但腰部和臀部的疼痛通常
不易立刻消失。由于症状较轻，
许多患者没有放在心上。

此外，患有腰椎管狭窄的人
不一定都有腿脚麻木等症状，有
的出现下肢酸痛、乏力的腰椎管
狭窄的老年人，又常常被误认为
是年老体衰或者骨质疏松所致。
还有部分患者常与椎间盘突出症
合并发生，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
椎间盘突出症而忽视了椎管狭窄
症的存在。

腰椎管很容易出现“拥堵”

疏通“交通要道”得规范治疗

老人总流泪 不是多擦就可以

高血压、心律不齐、心梗、脑梗……

可能是“打鼾”惹的祸

肝病患者
饮食调理有讲究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莉杰

日前，一位57岁的女士被
儿子用轮椅推入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介入科。原来，该患
者半月前左下肢无明显原因
突然肿胀、疼痛，在当地诊所
输液治疗未见好转，随后症状
加重才到医院治疗。该院介
入科主任张伟检查发现，患者
左下肢肿胀明显，按压时指掐
性水肿，小腿部挤压疼痛明
显，温度较高，足部反而发凉，
趾端皮色苍白。凭借丰富的
经验，张伟很快诊断这是“左
下肢深静脉有急性血栓”，而
且血栓量大，伴有缺血性体
征，危险性高，需要立即手术。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是
一种常见的血管疾病，是血液
在下肢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
引起的疾病，血液回流受阻，

出现下肢肿胀、疼痛、功能障
碍，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是
其最严重并发症，若得不到及
时治疗，会导致患者深静脉功
能不全，进而严重威胁患者工
作、生活能力甚至危及生命。

但该患者左下肢曾经做
过静脉曲张外科手术，因此在
发生深静脉血栓后，无疑是雪
上加霜，失去了经浅静脉回流
的途径，所以相较于一般的静
脉血栓症状较重，易出现动脉
缺血，甚至有肢体缺血坏死风
险，所以治疗需要及时，方案
也有别于常规。

很快，张伟安排患者在入
院两小时内，在局部麻醉下行

“下腔静脉造影术，下腔静脉
滤器置入术，左下肢深静脉药
物灌注术”。术后左下肢胀痛
明显缓解，目前患者恢复良
好，已顺利出院。

下肢突发肿胀
警惕深静脉血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