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 责编 刘静 美编 张峰

健康综合AⅠ·14

近期，许多来郑州丰益肛肠
医院的患者提出类似疑问。中
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长、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邀专家刘
佃温教授指出，排便困难、排便
不尽、大便干燥、大便不成形、肛门
异物感、肛门下坠等症状，多数人
常归结于便秘，并未引起重视，

滥用泻药只能起到暂时的通便
作用，肛门受阻、排便不尽等一
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因为其病根在肛管内部，甚至肠
道内部，是肉眼无法察觉到的。

排便受阻
是哪些疾病堵了出口？

刘佃温教授指出，其实排便
困难不仅仅是便秘那么简单，出
口受阻、伴随有异物感，大便变
细、量少、便血等症状往往预示
着多种肛肠疾病：

1.内痔：痔团反复脱出，久之
形成嵌顿，堵塞肛门，排便受阻。

2.直肠息肉：好发于直肠下端，
大便时可脱出肛门，恶变率极高。

3.直肠脱垂：常伴有排便不
尽和下坠感，常出现便秘，大便

次数增多，呈羊粪样，严重时可
致肛门失禁。

4.结直肠癌：表现为大便习
惯改变，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大
便变细，腹痛、便血、肠梗阻等。

三五分钟查病因
拨打电话肛肠镜免费查

“肛肠疾病原因确诊很简
单，一般检查花三五分钟就可
以，也没有痛苦与不适感，却可
能因早检查治疗而多活几十
年。”刘佃温教授介绍，目前正值
大河报联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
举办“1+1肛肠健康爱心行动”，
为市民进行免费的肛肠镜检
查。凡是有便血、排便困难、便
秘或其他肛肠不适者拨打本报
健康热线均可以申请。

近年来，脑卒中的发生越
来越年轻化，越来越普遍化。
如果出现头痛、头晕、呕吐、意
识障碍、昏迷、偏瘫、呛咳等脑
卒中症状时，彩超、TCD、CT、
MRA、DSA等，能做的检查
很多，该怎么选择呢？

据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功能科医师王瑞琼介绍，当
脑卒中发生时，除了神经系统
查体、抽血化验检查、头颅
CT、MRI外，最重要的一项
内容是对血管的检查，主要包
括：无创性和有创性检查。其
中，无创性检查包括：颈部血
管超声、经颅多普勒（TCD）、
头颈部CT血管造影（CTA）、
磁共振血管造影（MRA）等；

有创性检查为全脑血管造影
（DSA）等。

头颅 CT 与 CTA 头颅
CT 两者都是通过CT对颅脑
进行检查，可明确显示颅内肿
瘤的数目、大小、轮廓、密度、
颅内出血、钙化以及扩散程
度，是急性期脑出血、蛛网膜
下腔出血的首选检查。

CTA是CT血管造影的
代称，可清楚显示大脑动脉环
（Willis环），以及大脑前、中、
后动脉及其主要分支，可作为
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等脑血
管病变筛查的一种方法。

但CT有射线，对患者和
医生的身体有不同程度的损
伤。而CTA的造影剂会产生

一些不良反应，如过敏反应、
神经毒性、肾毒性等。

头颅MRI与MRA 脑卒
中亚急性期、慢性期及缺血后
出血，MRI 检查明显优于
CT。MRA可发现血管狭窄
和闭塞的部位，及血管病变（动
脉瘤、动脉畸形等）。但不是所
有人都能做，如戴假牙或放有
支架，装有起搏器的患者。

颈部血管彩超 主要检查
颈部血管是否存在动脉硬化
伴狭窄，以及检查斑块的情
况，同时可发现动脉瘤、动脉
夹层，具有无创、简便、安全的
优点。

经颅多普勒（TCD） 作
为原国家卫计委认定的缺血

性脑卒中筛查首选和必选的
筛查手段之一，对于颈部、颅
内血管狭窄、闭塞性病变的诊
断和侧支循环的评估具有无
创、准确、价廉、便于随诊等特
点，但对操作者依赖性强。

数 字 减 影 血 管 造 影
（DSA） 是在动脉里注入造
影剂，在X线光下观察动脉的
走行、粗细，有无狭窄、动脉瘤
的检查手段。是检查脑血管
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诊断
脑血管病的“金标准”，但费用
昂贵，属有创检查。

总的来说，脑卒中的各种
检查各有优势和不足，互相补
充，需结合临床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不同的检查。

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联
合开展的“国家能源爱心行
动先心病项目”近日启动，该
项目计划在我省救治100名
患复杂型先心病的孤贫儿
童，即日起接受报名申请。

本次项目救助对象及报
名条件如下：河南省内户籍；
年龄 0~18 周岁（含 18 周
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有
民政部门颁发的低保证书或
五保供养证，非低保者应有
当地农村村委会出具的贫困
证明，经当地乡镇政府（民政
部门）审核盖章；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出具的心脏彩超
检查报告。

凡符合以上救助标准的
患儿，可到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先心病
救助办公室领取“国家能源
爱心行动救助项目申请表”，
经审查符合救助条件者，即
可得到项目基金救助。

排便周期长、次数少、粪便干燥，中老年人排便难——

是真便秘？还是肿瘤堵了肠道？
排便困难、干燥疼痛、量少排不净，不仅是便秘，还需及时排除肠道内“堵点”。
市民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可申请肛肠镜免费检查

“从年轻时候就
便秘，各种通便茶泻
药都试过了，几十年
过去还是这样，好不
容易有便意，蹲半天
就是排不出。咋回
事儿？”

“排便很费力，
总是有排不尽的感
觉和下坠感，量很
少，缺乏便意，严重
影响生活作息，怎么
办？”

“大便干结，排
便疼痛难忍，时常伴
有腹痛，排便后有肿
物脫出肛门外，这是
什么原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是真便秘
还是肿瘤堵了肠道？

脑卒中,各种检查有啥不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肖婧菁 冀慧丽

前不久，网上一篇关于
“突发急性会厌炎差点致命”
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原来，在北京工作的程序
员小马感觉嗓子不舒服，吞咽
唾液时有撕裂感，以为是咽
痛，没想到病情来势凶猛，不
到两个小时就出现了呼吸困
难。所幸，他很快在当地医院
确诊为急性会厌炎，并得到急
诊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护
人员的及时救治，最终脱离生
命危险。

急性会厌炎真的有那么
可怕吗？据河南大学附属郑
州颐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
任医师于圣立介绍，急性会厌
炎是会厌黏膜的急性炎性病
变，治疗不及时常致脓肿形
成，儿童、成人皆可见。因会

厌周围组织间隙松弛，一旦发
生炎症很容易出现急性严重
的水肿，发病急，易造成呼吸
困难引起窒息、来不及抢救而
致死亡。

“会厌在咽喉部，相当于
‘盖子’的作用。”于圣立说，吃
东西吞咽时，这个“盖子”会盖
住喉入口，避免食物进入喉入
口下的气管。当我们不再吞
咽时，“盖子”就会松开，以便
通畅呼吸。因吞咽过程很短，
所以我们并不会在进食时感
到任何不适，但当这个“盖子”
肿起来，把气管堵住了，不仅
不爽还很危险，容易导致窒
息。如果这时出现呼吸困难
未及时处理，就可能要了命。

该病大多数患者首先出
现的是吞咽时明显咽痛，伴梗

阻感。疾病的发生及发展迅
速，有时在睡觉觉醒时出现。
多数患者有剧烈咽喉痛，吞咽
时加剧，以致影响吞咽，甚至
唾液也难咽下。说话声音如
同口含东西，严重者出现呼吸
困难。急性会厌炎多在发病
24小时内出现，伴有吸气性
喉鸣，重症者早期即出现呼吸
困难症状，进展迅速，数小时
内可引起窒息。弱者全身症
状明显，如发热、寒战、乏力。

于圣立说，发病者虽有呼
吸困难，却很少有声音嘶哑。
很多人此时可能选择到呼吸
科或急诊科看病。其实，出现
以上典型症状，一定要立即到
耳鼻咽喉科就诊。

“只要处理及时、得当，不
会有生命危险。”于圣立说，气

管插管、环甲膜切开、气管切
开术都是快速解决上呼吸道
梗阻的方法。最快的当数环
甲膜穿刺术，只要在喉结下方
2~3厘米凹陷处一粗针头下
去，整个世界会顿时变得美丽。

可能致命！这种嗓子疼要警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郭晓阳 王霏霏

一个救助项目
帮助先心贫困患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邢永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如何预防孩子近视、怎
么辨别孩子是真近视还是假
近视、近视后如何不让孩子
度数加深？9月5日，本报天
天健康版《有一种方法，专门
针对儿童近视》一稿刊出后，
引来众多读者的询问，本报
健康工作室建立的微信群

“大河报防治近视少儿团”也
异常热闹。

9月6日，本报邀请角膜
塑形镜专家在线问诊，针对
家长关注的孩子近视问题一
一解答。

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在
线问诊，没有关系。你可以
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大河报
防治近视少儿团”，只要微信
搜索大河报天天健康微信公
众号大河微医（wysdhb）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并关注，后
台留言“角膜塑形镜”即有小
编拉您入群。专家问诊、免
费眼部检查、福利政策等有
关预防儿童
近视的消息，
我们会第一
时间在群里
公布。

“大河报防治近视
少儿团”等你来

关注“小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