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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光电子肛肠镜是目前国
际上检査肛肠疾病最简单科学的
设备。刘佃温教授表示，超导光电
子肛肠镜可将肛肠内部深层病灶
进行实时采集并显示，患者现场即
可看到结果，且整个过程仅三五分
钟，也没有痛苦与不适感。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脑瘫”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及早干预对脑瘫的治疗有多大作
用？4月13日，第二届国际脑瘫
基因组联盟学术会议暨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儿童康复论坛在郑州开
幕。来自全球脑瘫和儿科领域的
30多位著名专家聚郑，全面探讨
儿童脑瘫和孤独症等相关疾病的
发病原因、早期筛查和干预、精准
诊断、临床康复等工作。省内外
400多名儿科医护人员参会学习。

全球最高规模最具权威性的
国际脑瘫基因组联盟学术会议此
前已经举办过一次，而第二次就
将该会议放在河南郑州，主要原
因即为承办单位之一的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在脑瘫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小
安称，此次参会专家涵盖了遗传、
康复、临床等多个学科领域，会议
重点结合目前国际上基因研究的
最新成果和临床诊断的经验，制
定出更加科学、精确的脑瘫和孤
独症新的国际诊断标准，而鉴于
省妇幼在儿童脑瘫领域的多年临
床经验和研究结果，此次新的诊
断标准将在省妇幼提供的相关内
容之上建立。

“为脑瘫儿童尽快康复，减轻
患儿家庭负担，我们摸索到诊断
脑瘫患儿新的时间窗。”张小安
称，过去国际脑瘫诊断时间窗是
在患儿1岁以后，而省妇幼根据
研究结果，将时间窗提到6个月，
甚至是三四个月，这对尽早介入诊
断及进行康复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次会议就是把国际上的

诊断脑瘫的理念、诊断的时间窗
做一个修订，这个修订得到认可
后，要在国际上执行这个诊断标
准。”张小安说，这也就意味着，我
省在脑瘫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可能
将在全球被运用。

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军
说，出现脑损伤后，有一部分孩子
好了，但有一部分孩子情况恶化
发展成了脑瘫。“我们最初判断宝
宝是否脑瘫就是看是否有行动障
碍、肌张力等症状，但‘小胖微利
综合征’也会出现这些症状。”

王军介绍，此次重新修订诊
断标准后，再评判宝宝是否患有
脑瘫，不仅要看是否存在行动障
碍、肌张力等情况了，宝宝的面部
表情以及基因检测，都会作为科
学参考，从而杜绝误诊再发生，便
于尽早确诊，尽早进行康复治疗。

□记者 李晓敏

“医生，这一段时间嗓子不舒
服，查出声带上有小结，需要手术
吗？”“医生，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
有什么区别？”每天，在门诊上，省
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杨
彩荣都会碰见类似的患者咨询。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社会交
流日益频繁以及环境污染的加
重，嗓音疾病逐年增多，极大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为加强对嗓音健康的了解与
重视，美国耳鼻咽喉科——头颈
外科学会于2003年正式将每年
的 4月 16日命名为“世界嗓音
日”，今年世界嗓音日的主题是：
珍爱自己的嗓音！

杨彩荣说，嗓音疾病的种类
很多，有良性病变，也有恶性病
变。良性病变主要有用声过度
（即说话太多或唱歌太多）和错误

地用嗓（如失控地吵架或大喊大
叫）引起的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
以及发音疲劳。这些是门诊遇到
最多的嗓音病。另外，还有细菌
或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和慢性喉
炎。也有男孩变声期出现的嗓音
疾病——男声女调，当然还有许
多其他嗓音疾病。

“如果患了声带息肉，一般主
张先手术切除息肉，手术后2周
进行嗓音训练，学习嗓音保健知
识和正确的发声方法，以免息肉
复发，在进行嗓音训练的患者中，
有的做过两三次手术，但经过嗓
音训练后，就没再复发了。如果
患了声带小结，一般主张先进行
嗓音训练，经过一段嗓音训练后，
有的小结可以消退，不消退的再
手术切除。”杨彩荣说，声带小结
一般是对称性的，而声带息肉一
般是单侧性的。如果自己的声音
出现问题，不必过于担心，可到耳

鼻喉科就诊，大医院的耳鼻喉科
设有嗓音门诊，有专业的医生和
专业的检查仪器帮您找出原因，
并且进行治疗。

没有嗓音疾患的正常人应该
如何保持嗓音健康呢？杨彩荣
说，首先，要知道嗓音保健知识，
知道怎么做对保护嗓音有利，怎
么做对嗓音健康有害。其次，要
知道正确的发声方法，比如勤喝
热水，睡前3小时尽量不吃东西，
以免胃酸反流，刺激声带发炎等。

2017郑州市居民高死亡率病因结直肠癌上榜

便血、大便异常今日起可免费查病因
肛门出血、长疙瘩、疼痛,大便异常等是结直肠癌高危症状
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可免费筛查

核心提示 | 最新公布的2017年郑州居民死因监测数据
显示，居民高死亡率病因中，结直肠癌赫然上榜。郑州丰益肛
肠医院特邀专家刘佃温教授表示，结直肠癌是可防治之癌，早
期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而死亡率高与结直肠癌的高误
诊率有极大关系。

数据显示，直肠癌早期误
诊率高达90%以上，因惊人的
误诊率，被称为恶性肿瘤“误诊
之王”。其最易与痔疮出血、息
肉出血等相混淆，因便血这一
相似症状，多数患者检查到

“痔”就不再做进一步治疗，直

肠内发生的癌前病变，如息肉、
溃疡等也因此而被忽视。

刘佃温教授介绍，结直肠
病变自然病史可达5~10年，如
能在癌前病变阶段查出，就能
早发现早治疗，治愈率及生存
率也可大大提高。

“早期大肠癌(结直肠癌总
称)的治疗费用少，5年生存率可
达90%以上，晚期则不足10%，
且患者和家庭承受经济及精神
上的巨大痛苦。切实推行大肠
癌免费筛查将造福于民、惠及百
姓。”刘佃温教授说。

自2016年，郑州市政府将

“大肠癌筛查”列入“民生十件实
事”。为让更多人获益，大河报联
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开启了大肠
癌免费筛查工作。2018年，这一
免费筛查工作继续开展。为把
大肠癌早筛查及早诊早治计划
落到实处，市民只要拨打本报健
康热线即可申请免费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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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优秀青年科技专家”“郑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

症状雷同易混淆 直肠癌成“误诊之王”

推进大肠癌早筛查 造福于民惠及百姓

□记者 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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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器无痛肛肠镜免费查
明察秋毫获盛赞

声带小结，一定手术吗？

全球顶级专家聚郑论“脑瘫”

脑瘫诊断、治疗有了新标准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朋
友抱怨本来下班后比较累，在
摇晃的车里睡了一觉，醒来后
反而觉得腰酸背痛，更加身心
俱疲。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
颈肩腰腿痛二科主任李志强
提醒，在公交车、地铁上睡觉
并不只是姿势不雅、越睡越累
这么简单，而是随时可能损害
到我们的身体。

“人在睡眠时血黏度会
增高，血流也会随之减缓，整
个生理机能都会相应下降。”
李志强说，平躺在床上睡觉
基本能保证血流畅通，而在
地铁、公交车上睡觉的人往
往蜷缩着身体。这样原本流
动缓慢的血液就会在身体一
些部位聚积，导致某些部位
的血流不畅，因此，往往会使
人有一种醒不来或睡了更困
的感觉。

李志强说，人在乘车时睡
觉，通常是低着头或头部处于

“左倾右斜”状态，车在行驶过
程中会伴随摇晃和颠簸，人也
随之摇晃，此时只要稍微受到

外力刺激，尤其是车辆突然转
弯或急刹车时，很容易造成腰
椎和颈椎等部位损伤，时间久
了便会导致腰肌劳损和腰椎
的退行性病变。

“一觉醒来，很多乘客会
感觉心前区不适，表现为胸
闷、气短、压榨性疼痛等症状，
这是心脏功能性异常的表现，
与乘车睡觉、久坐颈部肌肉僵
硬、突然惊醒有关。”李志强
说，乘车时睡觉，身体几乎不
活动，下肢血液静脉回流缓慢
或不畅，使人醒来后常感觉腿
脚发麻、肿胀，严重的还会诱
发静脉曲张，甚至造成下肢深
静脉血栓，导致肺血栓、脑血
栓、心肌梗死等，危害生命健
康。

李志强说，当你坐在座位
上想睡觉时，不妨看看窗外的
风景，或者备些口香糖，通过
咀嚼即可防止出现耳鸣、恶心
等症状，还可以提神防困。听
听音乐（声音不要过大）也可
摆脱昏昏欲睡的状态。对于
有座位又离目的地有一段距
离的上班族而言，在座位上要
适当地舒展一下四肢，促进身
体的血液循环。

乘车补觉,当心睡出颈椎病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燕

4月15日上午，郑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与暨南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王存川减重团队举
行签约仪式。随后，郑州市二
院减重代言人——影视明星

“肥龙”接受了王存川教授的
减重手术，并通过手术直播等
形式，为现场的医生、学者和

“胖友”分享减重知识。
据统计，我国肥胖人数绝

对数为全世界第一，平均每
15人就有1人肥胖。因超重
和肥胖引起的糖尿病、高血
压、心血管病等疾病逐年增加
且呈年轻化趋势，肥胖已成为
威胁健康的第二因素。

王存川教授建议，体重指

数（BMI）为体重（kg）÷身高
的平方（m2），如果 BMI 在
32.5以上，不能有效地减轻体
重的话，就应该积极考虑做减
重手术，以免长期处于重度肥
胖状态而引发危害健康的代
谢病的出现。

据介绍，郑州市二院肝胆
胃肠疝外科自2010年开展微
创“Ⅱ型糖尿病与减重手术”
以来，已为百余例糖尿病和肥
胖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对
于“Ⅱ型糖尿病与减重手术”
来说，手术并不是治疗的结
束，术后的饮食调养也极为关
键。为此，科室有专门的团队
负责患者术后的随访和生活
饮食指导，使患者达到预期的
减重效果。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携手知名减重团队

科学减重 避免疾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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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