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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慢病AⅠ·22

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经常有焦急的体检者拿着颈
动脉超声咨询：“我有颈动脉斑
块，会得脑梗塞吗？斑块会脱落
吗？”超声发现颈动脉斑块意味着
什么？听听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
检中心主任刘永生的建议。

什么是颈动脉斑块？通俗地
讲，就是血液常年在血管里不断
流动，血液里的脂质成分缓慢沉
积在血管壁上，逐渐形成斑块，可
分为脂纹期、纤维斑块期、粥样斑
块期、斑块的继发病变期。不过，
在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的斑块，
主要会在纤维斑块期，少部分会
在粥样斑块期，不用盲目紧张。

“虽然颈动脉斑块发生与心

脑血管事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然而只有那些不稳定斑块，也叫
高风险斑块才与脑卒中相关，绝
大多数人的颈动脉斑块都属于稳
定安全型的。”刘永生说，有关调
查数据显示，60%~70%的人在
体检时会发现颈动脉斑块，我国
脑卒中的发病率为0.345%。因
此，发现颈动脉斑块并不等同于
脑梗塞。所以，最好请专业医生
判读报告会更为靠谱。

很多人一旦发现了颈动脉斑
块就非常紧张，每2~3个月就来
医院复查超声，看斑块是否有变
化。有时由于超声检查者、仪器
的误差，轻微斑块厚度的变化，就
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刘永生介绍，很多研究表明，
颈动脉斑块每年的增长厚度一般
不会大于1mm。因此，复查颈动
脉斑块，每年体检查一次足够了，
当然最好请专业医生先行评估。
建议大家花更多时间去控制好血
压、血糖、血脂等指标，戒烟限酒，
降低斑块继续生长的危险因素。

发现斑块是否就要吃降脂药
物？刘永生说，目前国内外较为
统一的意见是如果颈动脉斑块造
成狭窄程度小于50%，血脂在正
常范围内，可以不吃降脂药（但需
改变饮食习惯、增加运动），血脂
异常就吃药。如果颈动脉斑块造
成的狭窄程度大于50%，无论血
脂是否异常都要吃药。

有颈动脉斑块 未必要吃降脂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陈老先生是一位离休干部，
离休后享受着美好生活，尽管年
事已高，但他仍能骑车遛街，生活
过得很是惬意。然而，小半年前，
老人家出现了腰部和右下肢疼
痛，严重影响了生活。

尽管前往多家医院求诊，但
由于老人的年龄，加上有高血压
病史，很多医院不愿为陈老先生
手术，建议保守治疗。可是，各种
保守方法都试了，结果还是不行。

今年6月初，陈老先生在家
人的陪伴下来到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中心求医。周红刚
主任接诊后，发现老人家是腰椎
管狭窄。

“我仔细分析了老人家的病
情。”周红刚主任说，严重的腰椎
管狭窄症压迫下肢神经根，若不
手术解除压迫，不要说疼痛不能
缓解，可能随后会出现大小便失
禁、瘫痪等更严重的问题。

这种疾病的发生并非一朝一
夕，而是随着年龄增加，椎间盘发
生退变，脊柱韧带增生肥厚，椎体
与小关节增生肥大，这些都会引
起腰椎管管腔狭窄，不但会压迫
神经，还会压迫供应神经营养的
血管。周红刚主任介绍，这种病
人最初在静养或休息时常无症

状，但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下肢
痛、麻木、无力等症状，需蹲下或
坐下休息一段时间后，方能继续
行走。随着病情加重，行走的距
离越来越短，需休息的时间越来
越长，严重的患者不动都疼得受
不了。

“当椎管狭窄问题严重影响
到生活时，可以考虑进一步治
疗。”周红刚说，特别是高龄腰椎
管狭窄的病人，保守治疗基本无
效，只能采取手术或微创治疗。

经过慎重考虑，科室组织会
诊讨论，决定为陈老先生进行3D
数字导航下局麻椎间孔镜微创手
术。治疗后第二天，老人家就下
床行走了，并且感觉腰和腿的疼
痛明显减轻了不少。没过几天，
陈老先生就康复回家了。

随着年龄增长，机体老化、长
期慢性劳损，使腰椎及所属韧带、
关节囊退变、增生、肥厚及椎间盘
突出等，导致腰椎管、侧隐窝、椎
间孔等神经管道狭窄，激惹或压
迫刺激神经根而引起腰腿痛。这
就是腰椎管狭窄症，也是中老年
人群腰腿痛最常见的原因。

周红刚主任说，疼痛症状不
仅会大大降低老人生活质量，一

旦发展为脊髓压迫，会影响行动
能力，甚至引发瘫痪。不仅自己
痛苦，还给家人带来沉重负担。

据周红刚主任介绍，一般情
况下，早期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但
保守治疗效果并不佳。若严重影
响生活质量，就不要坚持保守治
疗。

“有些老人担心治疗花钱，还
要人照顾，这是不必要的。”周红
刚主任说，脊柱微创治疗费用比
传统开刀手术低很多，且创伤小，
一般几小时就能下床，3天左右
可出院，不会给家人带来太大负
担。更重要的是，它对年龄、身体
状况基本没限制，很多患高血压、
心脏病的老人都能做。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中心致力于将微创和快速康复
的理念融合在脊柱外科之中，尤
其对于那些必须接受手术的高龄
患者，力求做到创伤最小、恢复最
快、最为安全有效。目前，他们已
经为数千名高龄脊柱退行性疾病
患者实施微创治疗，使其重获健
康新生。

为了更好地解决脊柱疑难杂
症患者的痛苦，椎间盘中心团队
汇聚了来自20多家医院的强大
力量于每周四下午三点在东院区
病房楼13楼疑难病会诊中心开
展会诊工作。

94岁高龄患者腰腿疼麻、发凉、酸胀无力、走不远——

腰腿不便，继续忍还是彻底解决？
核心提示 | 今年端午节，是陈家一家老小最开心的日子，94岁

高龄的腰椎管狭窄症患者陈老先生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中心，完成了3D数字导航下局麻椎间孔镜技术，小半年的病痛折
磨终于结束了。据悉在陈老先生之前，该中心已经为数千名高龄脊
柱退行性疾病患者实施微创治疗，使其重获健康新生。

94岁老人成功接受
脊柱微创治疗

高龄不是脊柱手术的
绝对禁忌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据媒体报道，南通一9岁
男孩经常长时间玩手机，后因
脖子酸胀、手指发麻，检查发
现颈椎生理曲度消失，已变成
直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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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
要定时让自己休息一下，舒展
筋骨，预防颈椎病的发生。

“从侧方看人在端坐或站
立时颈部似乎是直的，其实包
绕于内的颈椎，在其中段有一
向前凸出的生理弧度，医学上
称之为生理曲度。”李志强说，
颈椎生理曲度的存在，能增加
颈椎的弹性，减轻和缓冲重力
的震荡，防止对脊髓和大脑的
损伤。由于长期坐姿、睡姿不
良和椎间盘髓核脱水退变时，
颈椎的前凸可逐渐消失，甚至
变直或呈反张弯曲，即向后
凸，成为颈椎病X线上较为重
要的诊断依据之一。

据李志强介绍，从病理学
角度分析，颈椎生理曲度变直
的出现与生活方式有着极为
密切的关系。长期低头用电
脑、玩手机、伏案工作是最常
见的诱因。卧床看书、看电
视，长时间低头玩手机，都与
颈椎生理曲线相悖，会导致脊

椎变形，引起颈部僵硬、正常
活动受到限制，诱发慢性颈椎
病变，还会导致黄韧带肥厚、
项韧带损伤、椎体旁相关肌肉
的损伤。有的患者甚至会伴
有高血压或血压忽高忽低，腹
缩、食欲下降及心慌、睡眠不
佳等症状。

如何预防颈椎生理曲度
变直？李志强说，首先要养成
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避免
长期从事低头弯腰的事情。

其次，用枕不应过高，一
般以10~15厘米为宜。不过
具体的高度还要参考个人情
况，如颈部生理弧度。“一般习
惯仰睡的人，枕头高度相当于
一拳的高度即可；习惯侧睡的
人，枕头高度大约等于一侧肩
宽的高度。”

李志强说，长期伏案工作
者，每小时应有5~10分钟的
休息时间，并做颈椎自我保健
操。加强颈肩部肌肉的锻炼，
在工间或工余时，可做“米”字
操。既可缓解疲劳，又能使肌
肉发达，韧度增强，有利于颈
段脊柱的稳定性。

适当参加力所能及的运
动，如羽毛球、篮球、游泳、倒退
行走等，对颈椎自然曲度变直
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伏案之余
谨防颈椎弧度变直线

昨天，记者获悉，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郑大三附院）刚刚发现了
一种新的宫颈癌防治手段。

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张
小安教授和病理科曾宪旭副教授
为共同第一作者，该院特聘教授、
美国里海大学周超教授为通讯作
者，妇科李灿宇副主任医师共同
参与完成的一篇科研论文于
2018年4月30日发表于Ther-
anostics杂志。文章介绍了一种

新兴的医学诊断成像技术。
据了解，OCM技术主要应

用于宫颈癌的筛查，最大的优点
是可以无需固定、无需切片、无需
染色，直接获得新鲜组织的三维
结构信息，减少了传统宫颈癌筛
查手段带来的创伤，敏感性及特
异性分别为80%及89%，总体准
确性为85%。随着进一步改进，
超高分辨率OCM有可能成为宫
颈癌筛查的补充工具，并且可能

在宫颈癌治疗的“即看即诊”策略
中发挥重要作用。

宫颈癌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癌
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也是河南省

“两癌筛查”项目的重点之一。要
想早期发现宫颈癌，就必须借助
医务人员的帮助，进行妇科普查，
而OCM技术的出现，简化了宫
颈癌的筛查流程，其独特的优越
性将在“两癌筛查”项目中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

刚上完厕所不到半小时，
又想去厕所；一有尿意，立马
就要解决，否则就会让人难
堪；无论如何努力，却好像控
制不了尿似的……您是否有
类似的尴尬和困扰？

6月21日，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河医院区将组织专
家进行科普讲座，还将在该院
区门诊广场举行大型义诊。

尿失禁发病率高，我国部
分地区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
显示，尿失禁发病率为18%~
53%，老年妇女的发病率高达
70%。美国泌尿学会的统计
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女性都面
临着尿失禁。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提高
尿失禁的疾病意识，2009年，
国际尿控协会发起世界尿失
禁周，并将每年6月份的最后

一周定义为世界尿失禁周。
为提高我省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康意识和疾病认知，河
南省医学会联合中国初级卫
生保健基金会和国际尿控协
会（ICS）共同举办“第九届世
界尿失禁周”河南站活动。该
活动旨在河南省范围内推广
有关尿频、尿急、夜尿以及尿
失禁等尿控相关疾病知识及
诊疗信息。

此次活动将以健康教育
讲座和公益义诊的形式进行，
当天上午9：00~9：30在郑大
一附院门诊6楼泌尿外科举行
健康教育讲座，9：30~11：00
在门诊广场举行公益义诊活
动。届时将有泌尿外科医疗
护理专家为广大患者提供专
业的健康教育、医疗咨询、疾
病诊疗等服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尿频、尿急、尿失禁
明天可找专家义诊

宫颈癌防治再多一种新手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朱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