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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一碰就针刺般痛，连讲
话都是，半年前，79岁的陈奶
奶患上一种“怪病”，每次痛起
来脸碰都不敢碰，起初以为是
牙痛引起的，到医院就诊后才
知是三叉神经痛。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主任医师闵有会说，三
叉神经痛主要表现为三叉神
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
性剧烈疼痛，该病多发生于中
老年群体，女性更为多见。

“三叉神经对称分布在面
部两侧，每侧有三支，主要控
制颜面、牙齿、角膜、鼻腔、口
唇以及大部分头皮和脑膜的
感觉，所以三叉神经痛就发生
在这些部位，范围很明确。”闵
有会说，三叉神经痛大多为单
侧发病，三叉神经痛存在触发
点或扳机点，多位于上下唇、
鼻翼、鼻唇沟、牙龈、颊部、口
角等处，可由咀嚼、进食、饮
水、风吹、寒冷、刷牙、洗脸、说
话等动作诱发。当疼痛发作
时，患者可感觉刀割样、电击
样、针刺样、撕裂样或烧灼性

剧痛，可伴有患侧流泪、流涎、
流涕或面部抽搐等表现。

三叉神经痛并非一直持
续，很多患者都有间歇期，在
间歇期间，疼痛消失或缓解，
时间数周至数年不等，和常人
感觉并无不同。为避免发作，
患者常常不敢吃饭、洗脸。为
了减轻疼痛，患者常揉搓患侧
面颊部，导致皮肤破溃和感
染，由此带来极大的痛苦。

“药物治疗的效果可能是
部分缓解、完全缓解与复发交
替出现，需要根据患者发作频
率及时调整药物剂量。”闵有
会说，当药物疗效减退或者出
现患者无法耐受的药物副作
用时，应尽早考虑手术治疗。

闵有会介绍，手术方式有
多种可供选择，传统方式主要
是微血管减压术，但由于其属
于开颅手术，不容易被患者接
受。微球囊压迫术作为治疗
三叉神经痛的一种微创手段，
治疗效果相对更好，但手术疗
效与医生经验、技术及病情的
复杂程度密切相关。

有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
单位年年体检，却依旧无法达
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之所以会产生年年体检
依旧不能预防，可能是您没选
对检查项目。”刘永生主任说，
为每个人量身定制体检方案，
这才是体检的真正价值所在。

从2009年起，河南省中医
院健康体检中心就推出了“个
性化体检”服务，备受欢迎。并
且，对于单位团检者也可以根
据体检者的具体情况，调换单
位体检的部分项目，只需补上
部分差价即可。

升级后的“河南省中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微信公号，自然
也不会落下这一特色。

关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
体检中心”微信公众号后，想要
预约体检，首先需要进行注
册。据了解，一个人注册登记
后，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约体检，
也可以为家人预约体检。

刘永生主任说，这种“一人
注册，全家使用”的功能，主要
是考虑照顾很多不会使用手机
微信的老年人，只要家里的年
轻人有一人注册，就可以帮助

中老年人预约体检。
如果您曾在河南省中医院

体检过，在输入信息后系统会
自动关联往年的体检信息，可
结合历年结果情况给予个性化
的指导，避免错检、漏检、过度
检查等情况的发生。

在进入“体检预约”后，会
有“检前问诊”，通过个性化问
诊的方式，系统自动分析得出
适合您的个性化体检项目。

您预约选择了体检后，医
院健康体检中心后台就可以看
到预约信息并提早作出安排，
免去了排队之苦。

“通过微信预约来体检时，
我们的医生仍会问询，根据您
的具体情况给出合理化建议，
这样的检查会更有效。”刘永生
主任说，体检完成后，体检者可
以第一时间在手机上查看到体
检结果，方便快捷，也不用回到
医院领取纸质体检报告，同时
还可通过微信进行健康管理。

千篇一律的体检不可取，
个性化体检才是最佳选择，这
也是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每年体检人数超过12万人的
秘诀之一。

现在脊柱疾病患者越来越
多，病情越来越复杂。在当前主
流的微创脊柱内窥镜技术成熟
前，脊柱疾病患者大部分只能选
择传统开放手术，这对患者来说
接受程度较难，尤其是合并多种
基础疾病者，风险还是很大的。

河南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椎间孔镜技
术的团队，已娴熟地将微创脊柱
内窥镜技术变成常规术式，通过
改良，创伤越来越小，适应证越来
越广，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自2010年以来，河南省直

三院椎间盘中心团队通过上万
例椎间孔镜病例经验的积累，对
颈椎病、胸椎病、复杂型腰椎病
都有重大突破，比如将椎间孔镜
用于取单纯的椎间盘突出；椎间
孔镜下动力磨钻系统处理椎管
周围的增生、钙化组织；椎间孔
镜Uless技术处理继发性椎管狭
窄；宽通道可处理骨性椎管狭窄
（原发性或先天性）；局麻下内窥
镜治疗颈椎病、胸椎疾病；镜下
融合技术；腰椎椎体侧方间融合
技术；腰椎椎体侧方间融合和椎
间孔镜复合技术……成为国内

骨科界的一张金名片。其中，局
麻下经皮内镜治疗胸椎管狭窄
症技术、经后路宽通道技术治疗
颈椎病、腰椎椎体侧方间融合和
椎间孔镜复合技术等填补了国
内外空白。椎间孔镜手术例数
早已超过万例，在全国领先。

为更好地服务公众，在该院
东院区13楼病房脊柱疑难病会
诊中心，每周四下午三点都会有
来自全国20余家医院的脊柱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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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

天气渐热，空调开启，大
家在享受丝丝惬意的同时，当
心一些影响健康的潜在威
胁。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
医院神经内科一、二病区主任
徐军教授提醒，长期待在空调
环境里，不仅容易导致诸如鼻
炎、空调腿、皮肤干燥等状况，
过度贪凉直吹空调，还有可能
导致面瘫的发生。

面瘫发生突然，常无先驱
症状，患者常在晨起后才发现
嘴巴歪向一侧，哭笑、皱眉困
难，面部一侧的肌肉松弛、不
能随意运动、面部两侧不对称
等症状。

夏季面瘫，多由睡卧贪凉
引起。徐军解释说，睡眠时全
身肌肉和毛孔疏松、开放，如
果把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或
者直接对着风扇、空调猛吹，
体表微循环受到寒冷刺激的
干扰，局部营养神经的血管就
会发生痉挛，导致神经组织缺
血、水肿、受压迫而致病。

徐军说，合理适度地使用
空调，可有效减少面瘫的发
生、提高治愈率。

注意使用时间。剧烈运
动后，切勿立即进入空调房，
以免使张开的毛孔骤然收缩，
从而受凉致病。外出回来出

汗较多，在开启空调前，最好
将身上的汗先擦干，并换上干
爽的衣裤，避免受寒。

温差不宜过大。即使天
气闷热，室内空调的温度不要
调得太低，以 26℃~28℃为
宜，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在
气温较高时，可将温差调到
6℃~7℃；气温不太高时，可将
温差调至3℃~5℃，空调的风
速不宜过高。夜间气温低，应
及时调整空调温度。

注意空调风向。在空调
房时，切忌把空调的出风口对
人直吹。

定时通风换气。空调房
要注意经常开窗换气，以确保
室内外空气流通。一般开机
1~3个小时，就应打开窗户将
室内空气排出，时间为20~30
分钟。也可以在房间开一道
小窗，以便空气交换。

需要时刻保湿。在空调
房里待久了，常会口干舌燥，
因为身体中的水分被冷气蒸
发。因此，最好常吃水果蔬
菜，多喝开水，以补充身体的
水分。

定期清洁空调。大约每
隔半月，就应把空调上的空气
过滤网拆下来冲洗，室内空气
质量才能有所保障。

河南省中医院——

轻点微信 预约个性化体检
核心提示 | 很多人去医院体检都有这样的遭遇：早上起来一口水没喝，憋着一泡尿，慌忙赶

到医院，却发现很多人已经排起了长队在等候登记、抽血、做B超，于是只好忍着饥饿、尿着憋，排
队企盼早点轮到自己。

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这一情况已大大改善。该中心从今年2月开始，推出了微信
预约体检服务，您只要关注了“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预约体检时
间，选择个性化体检项目，体检完毕后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及时查看体检报告并进行健康管理。

别人都早早前来排队等待，
但上周二上午，郑州的常女士却
一来到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就可以体检。

对于此次体检的便利，她赞
不绝口：“我是听了朋友的建议，
关注了‘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微信公众号，通过手机早早
做了预约，所以体检不仅不用排
队，还节省了不少时间呢。”

“现在每天来医院体检的人
数多达300人，由于需要空腹抽
血，所以绝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上
午前来体检，这就导致早上体检
登记经常要排长龙。”河南省中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刘永生说，
有些人如果来得比较晚，又遇上
体检人数比较多，就很难在一天
之内做完所有的体检项目。

“怎样减少体检排队现象？
缩短等候时间？我们考虑可以借
用预约诊疗的办法，升级健康管
理中心原有的微信公众号，让大
家通过微信进行体检预约登记，
可以免去到现场排队之苦。”刘永
生主任说，微信公众号升级后，体
检者按照预约的时间，分时段错
峰到医院进行体检，有效避免了
无序体检造成的拥挤现象。

轻点手机，体检无需排队 个性化预约，让体检更有效

双下肢瘫痪，竟有机会下地走路
核心提示 | 先是突发脑梗留下后遗症，接着是胸椎、腰椎出

现了问题，最终导致双下肢瘫痪不能行走。这一连串打击，对于年
仅40多岁的李先生来说可谓非常沉重，让他感觉生不如死。就在
李先生绝望之际，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用先进脊柱
微创技术解决了他下地走路的大问题，点燃了他对新生活的希望。

5年前，山东的李先生突发
脑梗留下后遗症，造成左侧上肢
和下肢无力，并不影响行走。5
个月前，他突然出现腹部及双下
肢感觉减退，且慢慢地向胸部发
展，双下肢出现瘫痪不能行走。

李先生在山东当地医院治疗
了一段时间，不见效果，前往国内
多家知名医院就诊，考虑其胸腰
椎问题较严重，基础病较多，身体
耐受不了传统开放手术，但脊柱
问题现在必须解决，而河南省直
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脊柱
微创治疗在全国影响力颇大，医
生建议李先生去河南看看。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经过查体，
并结合检查结果，诊断李先生为
双下肢瘫痪、胸椎管狭窄症、腰
椎管狭窄症。

李先生的胸椎和腰椎都存
在问题，且胸椎多节段严重狭
窄，考虑到他同时有脑梗后遗
症、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身体
完全不能耐受传统开放手术，周
红刚团队决定分次进行导航引
导下局麻内窥镜微创技术，先将
李先生最严重的胸椎问题解决。

由周红刚主任指导，李星晨
医师主刀，为李先生分次进行了

导航下胸 3/4、胸 6/7、胸 11/12
局麻内窥镜下微创治疗，治疗结
束，李先生感觉胸腹部麻木症状
基本消失，双下肢肌力也有所改
善。又过了一个月，周红刚团队
为李先生实施了局麻下腰椎管
狭窄椎间孔镜治疗。治疗结束，
李先生双下肢疼痛、麻木明显减
轻许多，双下肢的肌力进一步改
善。现在，李先生已经能下地行
走，这让李先生一家非常高兴。
之前觉得只要能解决他的无力、
麻木那些症状就已经很好了，没
想到现在还能下地行走了，李先
生也对以后的新生活有了期盼。

双下肢瘫痪、胸腰椎管多节段狭窄，怎么办？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微创脊柱内窥镜技术，让更多人受益

冷气开启 谨防吹出面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郭晓阳

说句话脸都疼 是啥怪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高雯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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