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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慢病AⅡ·02

颈型颈椎病 多见于青
壮年，个别见于中老年，多在
晨起或长时间伏案后出现颈
部酸、痛、胀及不适，患者常
常诉说肩胛、肩背部有不
适。部分患者可反射性地出
现短暂上肢感觉异常，咳嗽、
打喷嚏时疼痛加重。

神经根型颈椎病 最常
见，开始多为颈肩痛，逐渐加
重并向上肢和手指放射，当
头部或上肢姿势不当，或突
然碰到患肢可发生剧烈的闪
电样锐痛，皮肤可有麻木、发
冷等感觉异常，同时可有上
肢肌力下降、手指动作不灵
活，重者可能有肌肉萎缩。

脊髓型颈椎病 多数患
者从下肢麻木无力、双腿发

紧、抬步沉重感等开始，渐而
出现足踏棉花感、抬步打飘、
跛行、易跪倒、足尖不能离地、
步态蹒跚及胸腹部束带感症
状。有患者表现为一侧或双侧
上肢麻木、疼痛、无力等。

椎动脉型颈椎病 头颈
部旋转时出现眩晕，偏头疼，
耳鸣、听力减退及耳聋，视力
减退、视力模糊、复视及短暂
失明，精神抑郁伴有近事健
忘、失眠及多梦等。

交感型颈椎病 头晕，头
痛，恶心呕吐，失眠，多梦，健
忘，血压异常，心律不齐等。

混合型颈椎病 多见于
中老年人、体力劳动者，具有
两型以上颈椎病的症状体征。

其他型颈椎病，主要表
现为吞咽硬质食物时有吞咽
困难感及食物下咽至胸骨后
的异常感（烧灼、刺痛等）。

周红刚主任介绍，临床
上认为，急性期神经根型颈
椎病和脊髓型颈椎病，发病
时间超过3个月或经过保守
治疗无效的神经根型颈椎病
及混合型颈椎病，合并发育
性椎管狭窄的颈椎病，合并
有后纵韧带骨化或黄韧带骨
化的颈椎病，均不宜做按摩。

颈椎病和腰椎病都是退
行性疾病，患者多是老人，往
往会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糖
尿病、高血压，不能耐受大的
开放式手术，颈椎、腰椎病情
却很重。长期低头、久坐的年
轻人少有人接受开放手术。

针对这些患者的特点，
脊柱微创技术应运而生。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

中心在微创治疗脊柱疾病方
面可谓得心应手，在颈椎病
的微创治疗领域进行探索并
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开展
的导航下脊柱内窥镜轩辕系
统前路、Delta宽通道系统后
路治疗颈椎病，为广大颈椎
患者解除了病痛。尤其是
Delta宽通道系统后路治疗
颈椎病技术，更是国内外首
例开展。这些微创方法采用
局部麻醉，伤口仅几毫米，微
创一结束即可下床，次日复
查完磁共振就可出院，快速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中。

为更好地解决脊柱疑难
杂症患者的痛苦，椎间盘中
心团队会聚了来自国内20多
家医院的强大力量，于每周
四下午三点在该院东院区病
房楼13楼疑难病会诊中心开
展会诊工作。

头晕、脖子酸疼、胳膊手指疼麻、腿软无力——

各种颈椎病来袭，你属哪一型？
核心提示 | 王女士，43岁，颈部疼痛向双肩部、双上肢、双手放射；冯女士，37岁，颈椎痛、

头痛头晕、双臂痛、头涨；汪女士，86岁，双腿发软、走路不稳有倾倒感、头晕、排除脑部疾病，颈
椎核磁检查有颈椎病……生活中，很多人会有类似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颈椎病咋会
表现出这么多花样呢？记者请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给您释疑解惑。

每周二，郑州市心血管病
医院的心外科诊室，刘春明的
问诊时间都让在外等待的患
者感觉有点长。“没进诊室前，
觉得他看病真慢；进了诊室，
又有很多话想和他说。”来自
许昌的冠心病患者杨先生说。

杨先生仅是我国千万冠
心病患者之一。但在刘春明
看来，每位患者都是其家庭不
可缺少的一员，“患者对病情
不重视才是最大的问题”。目
前，我国有2亿~3亿人患有
心血管疾病，每年约300万新
发疾病，死亡人员中每3人有
1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其中，

又以冠心病病患为最多，且所
占比例逐年增加。

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春
夏秋冬都是危险期。一旦出
现胸痛等症状，都有可能发生
致命危险。就在记者采访前，
一名老人多次发生胸痛，以致
前降支完全闭塞。所幸经过刘
春明的手术，目前已康复出院。

今年53岁的李先生家住
中牟，患冠心病多年，合并有
高血压和Ⅱ型糖尿病。6月
初的一天，他突发心痛却没在
意，几天后胸痛再次发作，且
更严重。家人赶紧带他来到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

十病区，刘春明主任完善检查
后发现，患者的前降支已完全
闭塞，双侧颈动脉硬化形成的
斑块，也导致颈动脉狭窄。“必
须尽快手术，不然随时可能发
生危险。”征得家属同意后，刘
春明为患者实施了左侧小切
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中
仅打开约5厘米的小口。很
快，患者胸痛症状完全消失，
并康复出院。

刘春明说，“三高”、不良
生活方式、缺少体力活动、过
量饮酒等情况均可导致冠心
病，患者常因体力活动、情绪
激动等诱发心前区疼痛，部分
患者由于症状不明显，错过治
疗最佳时机，出现心肌梗死后
进一步出现心衰甚至猝死。

救治患者，他强调“预防大于治疗”
——访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外科专家刘春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杨柏青
核心提示丨当前，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疾病。“其中又以

冠心病为最。”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外科十病区主任刘春
明说，现有医学技术在治疗冠心病方面已有很大提高，但仍需强调预防。

●专家名片

刘春明 郑州市心血
管病医院心外科十病区
主任。从事心血管外科
工作十余年，有多年与北
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
京安贞医院知名专家一
起工作的经历，在冠心病
外科治疗、心脏大血管疾
病外科治疗、瓣膜置换或
成形、婴幼儿先心病治疗
及危重病人监护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发表
国家级论文 20 余篇，论
著1部。

心血管专家解心病

冠脉硬化致完全闭塞
小切口手术解患者心痛

这个专家不一般
忙完手术忙宣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62岁的李大爷胃脘部胀
闷不适40余年，经中西药物
治疗后时轻时重。1个月前，
李大爷因食生冷食物胃脘部
胀闷不适加重，胃镜检查提
示：慢性浅表—萎缩性胃炎；
病理诊断：（胃窦）慢性萎缩性
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在位于
郑州河医立交桥东100米路
北的张仲景国医馆河医馆，他
找到每周三下午、周五上午坐

诊的主治中医师、张仲景国医
馆中医师张正杰问诊。

张正杰对李大爷的病情
进行详细了解，得知其间断
性胃脘部胀闷不适，伴有隐
痛、频发嗳气、纳眠差、大便
干、舌质红、舌体胖大、苔薄
黄、脉弦滑。后综合诊断为
胃痞（气阴亏虚），应以益气
健脾养胃为主要治疗原则，
开具处方：香砂六君子汤加

减。20服，日一服，水煎服，
早晚各服一次。嘱饮食以清
淡宜消化食物为主，忌生冷。

复诊时，患者胃胀减轻，
仍时有嗳气。 张正杰按上
方加柿蒂若干以降胃中逆
气，加炒薏苡仁以健脾渗湿
止泻。15服，日一服，水煎
服，早晚分服。

患者三诊时有腹胀，治
疗仍遵前法，加萝卜种若干

以增强行气消胀之功。15
服，日一服，水煎服。

四诊时，患者食欲不好，
时有腹胀，舌体胖大，苔白腻。
张正杰在上方中加佩兰若干
以芳香化湿，加鸡内金以健脾
消积，加肉苁蓉温补肾阳。患
者坚持服药近半年，胃镜检
查显示：慢性浅表性胃炎；病
理诊断：（胃窦）浅表性胃炎
伴活动，萎缩性胃炎痊愈。

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这样调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随意推拿有危险
对症治更安全

问题都出在颈椎
表现却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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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天气炎热，空调成了降
温首选。有人贪凉将空调温
度设置得很低，一不小心就
会着凉。然而，着凉后并不
一定都是感冒。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闫保星提醒，一些患者
认为出现流涕、打喷嚏、鼻
塞、咳嗽的症状就是感冒，其
实，这很有可能是鼻炎症状，
切记不能自我判断随意吃
药，特别是过敏体质的患者。

闫保星说，在夏天，人们
使用空调，如果不注重及时
通风，导致房间内空气不流
通，引起过敏原大量积蓄，就
会诱发过敏性疾病。空调吹
出的风可能使得过滤网上的
灰尘和其他室内过敏原混合
在一起，人体吸入后，也会引
起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过敏性鼻炎可导致许多
疾病并发，严重影响工作、学
习、生活。据闫保星介绍，长
时间鼻塞不通气，呼吸困难，
睡觉时氧气不足，可能引发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严重
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高血
压、突发心脏病等，有些孩子
甚至会出现夜间猝死。

“如果孩子处于口腔、面
部发育期，长期张嘴呼吸，上
下唇无法闭合，会出现唇外
翻、颌面畸形、牙齿不齐。”闫
保星说，人的五官是通过呼
吸道、血液循环、骨骼连接、
咽鼓管等紧密联系的，如果
鼻炎长期存在，会诱发中耳
炎、视神经炎、咽喉炎，甚至
是支气管哮喘等。

夏天预防过敏性鼻炎，
闫保星说，要做到以下五点：

1.尽量避免接触过敏原。
2.正确使用药物治疗。
3.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

进行过敏原减敏治疗，降低
鼻黏膜的高反应性。

4.每天在家用医用的生
理盐水做鼻腔冲洗。

5.在鼻炎发作时，可以使
用鼻腔喷雾剂缓解症状。

闫保星提醒，如果情况
严重，甚至发作时有气喘等
情况，建议找耳鼻喉科医生
问诊。大部分鼻炎易反复发
作，但合理的检查、治疗可减
轻症状，减少并发症和复发
频率。

鼻炎不治
后悔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