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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背、高低肩、长短腿
……这些症状，你的孩子有
吗？如果有，孩子可能患有脊
柱侧弯，不仅影响体态、心理，
随着病情加重，也会影响器官
功能。

脊柱侧弯常见的有几大
类：一类是先天性脊柱侧弯，
多数在婴幼儿时期发现，如半
椎体畸形等。第二类是特发
性的脊柱侧弯，一般是青少年
发病，这一类病人随着身体发
育，出现脊柱侧弯，病因尚不
明确。第三类则是神经肌肉
性脊柱侧弯，往往发生在脑瘫
或者其他神经肌肉疾病的孩
子身上。第四类就是姿势性
的脊柱侧弯，这是各种生活习
惯或者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
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脊柱
外科副主任医师周献伟说，长
久不注意坐、立姿势，趴着写
作业、玩电脑，形成习惯，走路
就会倾向一边，有可能引起脊
柱侧弯，特别是现在青少年课
程多、作业多，坐得久，加之玩
电子游戏过度，也很容易引起
脊柱侧弯。

“脊柱侧弯对青少年的影
响一开始主要是外貌的，表现
在肩膀不对称，弯腰时背部一
高一低，俗称剃刀背。”周献伟
说，家长可在家帮孩子做些简

单检查。最简单的办法是沿
孩子脊柱划线，看划痕是否出
现弯曲，每年只需花一分钟检
查一下就行了。

脊柱侧弯若是不治疗，对
孩子身心健康带来的影响非
常大。从心理方面来说，脊柱
侧弯产生严重的外观畸形，如
剃刀背、驼背、骨盆倾斜、双肩
不等高和双下肢不等长等，身
体畸形使许多患儿有自卑情
绪，严重影响心理的健康发
展。从生理方面来说，脊柱侧
弯会对脊柱本身和脊柱周围
组织产生影响。对脊柱本身
而言，脊柱侧弯引起脊柱生长
不平衡，影响身高发育，其次
是侧弯引起脊柱两侧受力不
平衡，可引起腰背痛，脊柱弯
曲变形，压迫脊髓或神经，引
起截瘫或椎管狭窄。对脊柱
周围组织来说，侧弯可影响胸
廓发育，压迫心肺，进而引起
心、肺功能障碍或衰竭。

“姿势性造成的脊柱侧
弯，可采取形体纠正、体育锻
炼的方式治疗。严重的脊柱
侧弯，则需要手术治疗。”周献
伟提醒，青少年平时应保持正
确站立姿态，加强腰背肌、腹
肌及肩部肌肉的锻炼，像单双
杠、跳马、平衡木等活动，既可
以增强体质，又能有效防止脊
柱侧弯。

孩子趴着写作业
可能引起脊柱侧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导致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原
因很多，常见的有环境、职业、物
理和化学因素等，例如石棉、矿
物粉尘、化疗药物、放射损伤、有
害气体吸入等。接触鸽粪、动物
皮毛、发霉枯草等引起的外源性
过敏性肺泡炎，也可导致肺纤维
化。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如系
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
干燥综合征、硬皮病、红斑狼疮、
顽固性银屑病等，亦可伴发肺间

质炎。
现代医学对特发性肺纤维

化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主要
是以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为
主要治疗手段。中医在治疗肺
纤维化方面有一定优势，部分中
药可以降低糖皮质激素的副作
用，减少肺纤维化的复发次数，
部分患者甚至可以逆转。但特
发性纤维化的治疗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患者不能寄希望于短时

间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患者应该
细调慢理，标本兼治。

“早发现、早干预可以一定
程度上延缓病程。”余学庆提醒，
当有比如缺氧、呼吸困难、干咳、
气短、体重突然减轻、嘴唇发紫
以及杵状指等症状出现时，就应
怀疑是特发性肺纤维化，应当及
早到正规医院呼吸科就诊。

线索提供 陈璐魏 佳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核心提示丨有一种病，公众对它认知率低，早期症状不
明显，患者误诊率高，确诊时间晚，有近一半患者在确诊后
的2~3年内死亡，5年生存率低于30%，所以常被称作“不
是癌症的癌症”，这种病就是特发性肺纤维化。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呼吸病区主任余学庆提醒，
一旦发生呼吸异常困难或气短，以及胸闷，如果其他原因
不能解释的时候，就需警惕特发性肺纤维化，要及时到正
规医院的呼吸科就诊。

“特发性肺纤维化这个医学
名称并不是指单纯的一种病，而
是多种疾病的统称，这是因为多
种肺部疾病随着病情的演变，最
后会发展到特发性肺纤维化。”余
学庆说，在中医传统著述中，没有
与肺纤维化完全相对应的病名，
但多数医家根据临床表现，将其
归为“肺痿”“肺痹”范畴。

特发性肺纤维化多发于50
岁以上的老年人，并且男性多于女

性，患者肺部组织会变厚、变硬以
致出现疤痕，使患者的肺呈蜂巢
状，又被形象地称为“蜂窝肺”或

“丝瓜筋肺”。患者在初期以干咳
为主，痰少、活动后喘促突出，也有
部分患者无任何症状。气促是最
常见的首发症状，按平常速度走
路或者步行上楼即感到胸闷，有

“气不够用”的感觉，并渐进性加
重。疾病后期常出现呼吸衰竭。

“绝大多数患者在疾病早期

没有典型症状，随着疾病的进
展，肺功能逐渐恶化，症状才会
显现出来。”余学庆说，患者从首
次症状出现到被明确诊断，通常
被延误1~2年，首诊时有一半的
患者会被误诊为慢阻肺、哮喘和
充血性心力衰竭或其他肺部疾
病。在临床上，特发性肺纤维化
常常通过胸片或者肺部CT检查
出来，临床根据患者的体征综合
分析，得出临床诊断。

特发性肺纤维化是多种疾病的统称

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致病原因很多

爬楼就喘?气不够用?

有种疾病容易被忽视

房颤的危害很大，但还有
很多人不了解房颤，这需要全
社会的关注。

“通过对患者的筛查，推进
房颤患者规范化管理，强化专业
人员的培训，以期尽快降低房颤
患者的致残、致死率，造福中原
百姓。”赵育洁说，房颤患者的高
危因素，包括高血压、高龄、糖尿
病、脑卒中史、血管病变等。

赵育洁说，房颤出现时，患
者感觉胸口怦怦跳；小便次数

增多；用手摸脉搏，跳动不规
律；患者很容易疲劳；胸闷、头
晕，也是房颤的症状。如果出
现这些症状，最好到医院做心
电图检查，必要时，做24小时
动态心电图。

赵育洁提醒老年人，出现
心慌、心悸、心脏不适，要到医院
就诊，确诊房颤时，既不要置之
不理，也不要过于紧张，最好到
房颤中心咨询专业医生进行评
估及后续治疗方案的确定。

“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专访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赵育洁——

房颤可控可治，不必过于紧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杨柏青

核心提示丨今天是第六个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患者以老年人为主。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

加，我国已有800万~1000万房颤患者。房颤患者发生卒中的风险，是正常人的5倍及以上，
缺血性脑卒中是房颤患者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并发症。

《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全球房颤总人口已达到3300万以上。中国2014年调查研
究显示，之前11年我国房颤患病率增加20倍，房颤卒中增加13倍。我国30~85岁居民房颤
患病率为0.77%，8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30%。

房颤有哪些危害，如何采用新技术治疗？有什么办法，能预防房颤的发生？日前，记者专
访了郑州市房颤诊疗中心——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内科二病区主任
赵育洁。

60岁以上人群中，每100人
就有1人出现房颤。“房颤发生
时，患者的心脏处于颤动状态，
心脏中的血流变得无序，容易凝
结形成血栓。”郑州市心血管病
医院心内科二病区赵育洁主任
说，脱落的血栓会随着血流流向
全身动脉血管，最常见部位是大
脑动脉、冠状动脉、肠系膜上动
脉、下肢动脉，造成中风、心梗、

肠系膜动脉栓塞（患者严重腹
痛）、下肢动脉栓塞（双下肢不同
程度肿胀、疼痛，甚至导致坏死）
等。其中，房颤患者脑卒中的发生
风险是常人的5倍。所以房颤导
致的并发症致残、致死率非常高。

除了引发栓塞并发症，长时
间房颤还会引起患者心脏（心
房、心室）扩大，导致心动过速性
心肌病、心功能不全，以致出现

呼吸困难和心衰症状。
房颤还是导致认知功能障

碍及痴呆的危险因素。
房颤同时会增加病死率，房

颤患者病死率约为健康人群的
2倍。

正是因为房颤的危害如此
之大，所以国家将每年的6月6
日，定为国家房颤日，以引起大
众的足够重视。

房颤带来“血栓”，流到哪里都是“害”

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房
颤的治疗手段也不断增多。“以
往主要采取药物或外科手术治
疗。但是现在，治疗房颤的方
法已经非常多了。”赵育洁说，
不同的房颤，处理起来也不一
样，目前药物治疗依然是房颤
治疗的重要方法，药物能帮助
维持窦性心律，控制心室率以
及预防血栓栓塞并发症。

根据患者的评估结果，适
合的患者还可以接受消融治
疗。据介绍，射频消融是微创
手术，手术切口很小，只有2.5
毫米左右，术中只需局部麻醉，
术后卧床12小时即可正常活
动。目前，消融治疗是恢复和
维持正常心律最常用的治疗方
法；而对于高栓塞风险的房颤

患者，经过评估，进行房颤消
融+左心耳封堵术（部分可以
选择一站式方式）既可以维持
正常心律，又可以避免患者终
身服用抗凝药，这也是今后治
疗房颤的发展趋势。

除此之外，一部分有其他
疾病（如心脏瓣膜病需换瓣、严
重冠心病需冠脉搭桥等）的房
颤患者可以在进行外科手术的
同时进行房颤迷宫治疗。

早在2005年，郑州市心血
管病医院心内科就在省内率先
独立开展了房颤射频消融术，
患者年龄从30多岁到90多岁不
等。迄今，先后为近4000例房
颤患者进行了射频消融治疗，积
攒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提供了
更多的治疗方案供患者选择。

多种规范化治疗手段，
助力房颤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预防房颤,应避免这些高危因素

专家提醒

今年70岁的李老太太，在4
月初因为冠心病到郑州市心血
管病医院心内科就诊。赵育洁
主任接诊后，迅速通过基本的检
查，发现老人同时患有冠心病
（急性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
死）、心律失常（持续性心房颤
动），以及陈旧性脑梗死、慢阻肺
等多种合并症。

根据李老太太的病情，赵主

任为她进行了综合评估，老太太
脑卒中及出血的风险都很高。
所有房颤患者都应该经过心内
科专业医生的评估，进行正确的
抗凝治疗。那么对于李老太太
来讲，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同时又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出血？经过
袁义强院长团队共同商讨，征得
李老太太及家人同意，最终对李
老太太进行左心耳封堵术。术

后，老人的心慌心悸、头晕、气
促、乏力等症状完全缓解。

对此，赵育洁总结说：“房颤
并发症可怕，脑卒中更可怕，在
脑卒中及并发症出现以前，如何
正确对待和治疗房颤，则显得更
为重要。得了房颤后，希望第一
时间到专业医生处就诊，做出最
合理的治疗方案，最大限度降低
脑卒中及并发症带来的危害。”

七旬老太冠心病遇上房颤，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