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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慢病AⅠ·15

在很多医院，健康体检像
“流水线”，人人体检项目相同，
千篇一律，甚至萝卜快了不洗泥。

在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开项目单前，医生必须弄清
体检者的基本情况、用药史、病
史、家族史等，以此为依据，为
每个人量身订制体检套餐。

医生会详细解读每项检查
是干什么的，适合什么样的人
群，为什么选择它，不厌其烦地
科普，直到体检者听懂为止。

“哪怕只做200元的体检，
也不能偷懒，依旧要详细科
普。”刘永生说。

每天下午，省中医院健康
体检中心会请医院其他科室的
医生轮流坐诊，“一对一”为体
检者免费解读报告现场诊治。

如果查出问题，健康体检
中心会推荐相关领域专家，并
在体检报告中附上该专家的电
话，方便体检者及时和专家免
费沟通。想找这些专家面诊，
则不用挂号、不用排队，享受

“绿色通道就医”。

很多人会有这种经历，觉
得失眠、乏力、浑身不得劲儿，
到医院做西医仪器检查，却被
告知一切正常。可这些亚健康
不适症状确实存在！怎么办？

为解决这个问题，省中医
院健康体检中心在河南首创

“中西医结合”体检，即“西医体
检+中医体检”，由6位硕士望、
闻、问、切，辨识体质，开出个性
化的治疗、保健、养生处方。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的西医体检则以“严苛”著
称。比如，如果彩超大夫体检
中发现重大阳性问题，必须让
另一名医师在另一台彩超上再
看一遍；两人结论一致，可联合
出报告，意见不同，须请第3名
医师在第3台彩超上“三审”，
最后三人会诊，得出结论。

生活中，很多体检者即使
查出毛病也不管，觉得小病无
大碍。在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有一项制度：发现异常问题，
医生必须第一时间通知体检者
本人。需进一步复查的，医生
必须定期回访，确保体检者尽
快复查确诊，宁可挨骂也不放弃。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的这些做法赢得了每年超过
12万人的青睐，也得到同行的
好评，全国各地许多体检科主
任都慕名来取经。

腰椎管狭窄多是“老化病”

“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是
随着年龄增加，椎间盘发生退
变，造成韧带增生肥厚及椎体
与小关节增生肥大，使得椎管
有效容积变小，导致马尾神经
根受到压迫，进而引起腰腿痛
等症状。”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椎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介
绍，在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的
患者中，多数患者往往伴有腰
椎不稳、椎间盘突出等。

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
的特发性临床症状，主要表现
为静止或休息时常无症状，步
行数百米后，出现一侧或双侧，
腰困腿痛麻木、无力、抽筋，逐
渐加重以致跛行不能行走，下
蹲或坐卧休息数分钟后症状缓
解消失，又可行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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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
一部分患者同时出现腰骶部疼
痛，常为两侧疼痛，站立或者行
走时加重，卧床或坐位时减轻。

微创椎间孔镜技术，
让“少受罪”成真

腰椎管狭窄症以中老年人

高发，患者大多数超过40岁，
往往伴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呼吸功能不全等疾
患，难以耐受传统开放手术或
全麻而放弃治疗。少“受罪”成
为了众多中老年腰椎管狭窄症
患者的诉求。

“随着脊柱微创技术的发
展，已经不需要有这种担心
了。”周红刚说，中心运用的经
皮椎间孔镜技术是目前先进的
脊柱微创技术，其创伤小，恢复
快，已经取代了部分开放性手
术，是脊柱外科今后重要的发
展方向之一。

椎间孔镜技术和传统开放
性治疗脊柱疾病最大的区别在
于，传统手术采取的是切除方
式，而椎间孔镜治疗只是将增
生部分取掉，丝毫不会改变原
本的脊柱结构，不会影响功能。

不断探索，竭“镜”所能，
无“微”不治

经过不断发展，现在很多
医院都在开展椎间孔镜技术，
但主要治疗单纯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在腰椎管狭窄症方面没有
太多研究，尤其面对复杂、疑难、
存在手术禁忌证的老年患者，多

数医院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二十多年来秉承“竭
‘镜’所能，无‘微’不治”的理
念，着力发挥脊柱内镜优势，将
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有效结
合，以最小的创伤成本、最小的
风险系数，达到最大的治疗效
果，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微创
的治疗方案，持续推进椎间盘
病诊疗技术的创新。

该中心医生凭借娴熟的医
术，在3D计算机导航引导下运
用镜下动力磨钻、镜下钬激光
等先进的器械切除软组织、肥
厚的黄韧带和增生钙化的骨
质，使腰椎管彻底解压、神经根
不再受压，有术中神经电生理
检测的保障，使脊柱微创治疗
更安全。

为更好地服务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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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汇聚来自全国数十家医院
的几十名脊柱专家，针对颈椎、
腰椎、胸椎等脊柱复杂疑难病
例会诊，由数十位专家讨论为
患者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

温馨提示：会诊时间有限，
需提前预约。

金大姐今年40岁，半
年前因外伤导致尾骨骨
折，尾骨疼痛剧烈，不能走
路，尤其弯腰、坐位时疼痛
更明显。后慕名来到位于
郑州心怡路与祥盛街交叉
口向南50米路东的张仲景
国医馆心怡馆，找到每周
一、周三、周五上午坐诊的
中医学博士、张仲景国医馆
特聘针灸专家华金双求诊。

华金双详细了解情
况，得知患者尾骨仍有疼
痛，尤其由坐位转为立位
时疼痛加剧，仰卧位时尾
骨仍有轻微疼痛，按之则
痛。饮食、二便正常，余无
不适。舌边尖红，脉浮
弦。综合辨证：尾骨骨折，
应以疏调气血，通络止痛
为治疗原则，遂采取治疗
措施：脐针。尾骨属督脉，

肾主骨，脾主肌肉，故取脐
针中的坎、坤、乾。三针合
用，补肾健骨，疏通经气。
针后5分钟，嘱患者坐在凳
子上，然后起立，反复重复
此动作，再无疼痛感，留针
55分钟，起针而去。

复诊时，隔日一次，针
5次后，活动自如，疼痛消
失。

华金双介绍说，脐针
为一种新兴的针灸技术，
其理论脱胎于古老的易
经，是集易医于一体的一
种新方法，本法运用五行
生克制化关系，根据脐内
八卦、脐外八卦、脐洛书全
息等理论，落病于脏，选用
与之相应的方位针刺，调
动人体自身的经气，对疼
痛性疾病常能收到立竿见
影的效果。

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旗舰单位

河南中医系统就这一家当选
8月10日~12日，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健康

管理示范基地建设研讨会及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哈尔滨举行。
经严格评审，在全国上千家健康管理机构中，共评选出6家“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旗舰单位”，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入选。这不但是全国中医系统第二个获得该项荣誉的医疗机构，更是
河南中医系统的头一次。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代表医院出席授牌仪式并接受颁奖。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每年的体检人数都超过12万人次。这个数字，在全省几十家三甲
医院中名列前茅。最让人惊讶的是：很多体检者都是“主动找上门”。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

全省首创，中西医结合体检

堪称严苛，西医检查严把关

轮流坐诊，查病也看病

坚持回访，宁挨骂不放弃

私人订制，体检更有效

双腿无力酸麻痛凉，病根在腰椎管
很多老年人在行走中会出现腰腿疼痛、麻木，走不了多远就得蹲

下休息一会儿。大多数人把这种症状当成“老年病”，并没有过多在
意。86岁的李大爷就是这样。直到最近，儿女拉着他去医院做了全
面检查，才知道这种症状叫间歇性跛行，根源是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空腹或餐后血糖已经
升高，相当于一只脚迈进
了糖尿病的大门，但还没
达到诊断糖尿病的程度。
坐诊中，郑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刘龙诞
说，经常遇到处于糖尿病
前期的患者，“建议采取干
预措施，不仅避免糖尿病
的发生，还可以减少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刘龙诞说，健康人群
的 空 腹 血 糖 应 低 于
6.1mmol/L，餐后两小时
血糖应低于 7.8mmol/L。
健康人群与糖尿病人之间
的血糖水平仍有一段距
离，处于这个中间水平的
人群就属于“糖尿病前
期”。处于糖尿病前期的
人群，要及时到医院做口
服 葡 萄 糖 耐 量 试 验
（OGTT）检查。确定为糖
尿病前期后，也不用过分
担忧，适当的生活方式干
预可以延迟甚至防止2型

糖尿病的发生。
“如果发现得早，对病

情进行有效控制，有可能
发生逆转，即通过有氧运
动和饮食控制，改善胰岛
素抵抗，从而逆转血糖升
高。”专家称，这种方式较
为适宜糖尿病前期患者和
糖尿病早期患者。

健康饮食。不吃高脂
肪、高热量食物，多吃水
果、蔬菜和粗粮，保证食物
中纤维含量。

锻炼。每周五天，每
次30分钟，不必过于剧烈，
可尝试散步一类的运动。

保持健康的体重。通
过平衡体力活动和适当的
营养减去多余的体重。

要想实现病情逆转，
关键还在于要及早发现血
糖异常，容易患糖尿病的
高危人群一定要及时并经
常去医院查血糖，特别是
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必要
时可做胰岛功能检查。

糖尿病“前期”如何过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尾骨疼痛半年余
中医脐针显疗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丁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