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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管狭窄症多见于
中老年人，也是许多人腰腿
痛和下肢行走无力的常见原
因。”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说，
人进入中老年后，各组织出
现老化、退变、增生，腰椎管
也不例外。腰椎管附近的软
组织会增生、增厚，腰椎间盘
膨出甚至突出，骨质增生都
跑到了椎管内，导致神经周
围空间变小而受压。

据周红刚主任介绍，张
阿姨表现的“间歇性跛行”是
腰椎管狭窄的典型症状，即
表现为行走后（通常为数百
米，严重时可为数十米），出
现一侧或双侧腰酸、腰痛、臀
部疼、下肢疼痛、酸胀、麻木、

无力，如同灌铅，以致难以继
续行走（有患者常会说一走
路腿就困得不行）；但蹲下或
坐下休息片刻，症状即可缓
解或消失，继续行走，上述症
状又会出现。如此情况反复
出现，即为间歇性跛行。

间歇性跛行的表现可逐
渐加重，即能坚持行走的距
离越来越短，需要休息的时
间越来越长，常常就表现在
步行中，骑车一般不受影响。

脊柱内镜微创治疗
安全且恢复快

退变的椎管狭窄怎么
办？这是众多患者关心的问题。

“疾病的严重程度因人
而异，治疗方案也不尽相
同。”周红刚主任说，目前有
许多保守治疗的方法对症治
疗，可缓解患者的不适。但

当椎管狭窄问题严重影响生
活时，如连续十几分钟都走
不了，就要考虑下一步治疗。

“像张阿姨这样的患者
我接诊过很多，他们通常是
腰椎管狭窄较厉害，年龄偏
大，身体条件较差，往往伴有
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等，经常因为腰腿疼痛辗转
多家医院。很多医院考虑到
患者年龄及身体条件不能耐
受手术而建议保守治疗，但
是保守治疗的效果却很差，
导致患者长期被病痛折磨。”
周红刚主任说，其实，现在的
脊柱微创发展迅速，技术相
当成熟，尤其对于像张阿姨
这样的患者非常合适。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率先在国内开展
了微创方法治疗颈、胸、腰椎
疾病，在微创治疗脊柱疾病

的领域进行探索并积累了不
少成功经验，总结出一套完
善的治疗体系。

尤其是根据患者不同的
病情率先在国内外开展3D
计算机导航引导下运用镜下
动力磨钻、镜下钬激光、镜下
超声骨刀等器械切除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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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有
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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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座14楼椎间
盘中心B病区脊柱疑难病会
诊中心，每周四14：30都会
有来自全国数十家医院的几
十名脊柱专家，专门针对颈
椎、腰椎、胸椎等脊柱复杂疑
难病例进行会诊，共同讨论
制订最佳治疗方案。

□宗景

天麻入药，可以溯源至
1000多年前。此后历代医药
文献都给予天麻高度评价，
如《本草纲目》中称其“乃定
风草，故为治风之神药”。于
我们而言，天麻则是一味用
于治头痛的妙药。

中医认为，肝阳上亢及
阴血不足、筋脉失养会导致
头痛、眩晕、手足麻木，更有
甚者会出现肢体偏废、抽搐
痉挛等一类“肝风内动”的症
候。此时，可用天麻治疗。

现代药学研究发现，天
麻具有治疗头痛（尤其是偏
头痛）、镇静催眠、抗焦虑、抗
眩晕作用，还具有降低血压
血脂、抗炎、抗氧化、延缓衰

老、增强免疫力等药理作用。
生活中也可使用天麻做

药膳用来治疗头痛眩晕及日
常滋补保健。下面介绍几道
天麻药膳：

【天麻炖乌鸡】 乌鸡 1
只，天麻5g，水发冬菇50g，鸡
汤 500g。天麻洗净切片，放
碗中，上笼蒸 10 分钟取出。
鸡去骨切小块，用油过一下，
捞出。葱、姜用油煸出味，加
鸡汤和调料，倒入鸡块，文火
焖40分钟，加入天麻片，再焖
5 分钟，勾芡，淋上鸡油。佐
餐、单食均可。吃鸡肉、饮汤
可补益气血、滋阴化痰。

【天麻安眠粥】 天麻3g，
粳米 100g，白糖适量。将天
麻浸软，切成薄片，与粳米加
水煮粥，调入白糖即成。早晚
各服1次。有健脑强身、镇静
安眠的功效，可治顽固性失
眠、头昏眼花、多梦健忘等症。

【天麻粉蒸蛋】天麻粉3
克，鸡蛋1个。将鸡蛋一头开

一小孔，灌入天麻粉，用浸湿
的白纸贴住小孔，上笼蒸熟，
去壳食用鸡蛋和天麻粉。主
治眩晕、神经衰弱等症。

【鱼头天麻】 花鲢鱼头
750g，天麻 5g，生姜片、葱段
若干。鱼头洗净切开，用白
酒抹匀后静置10分钟。天麻
用清水泡软。锅内倒油，加
姜片爆香，鱼头擦干净后入
锅煎黄捞起。开水倒入砂
锅，加鱼头，大火烧开。撇净
浮沫，加适量料酒去腥。转
小火煲 1 小时后加天麻再煲
15 分钟。加盐、葱段调味即
可。食天麻、鱼头，喝汤，有健
脑提神，治风湿头痛的功效。

【天麻炖猪脑】天麻5g，
猪脑 1 个，粳米 250g。将猪
脑、粳米洗净，加天麻，加清
水同煮，以粥、脑熟为度。每
日晨起，服用温热粥1次。有
平肝息风、补精填髓的功效，
可治疗肝阳上亢所致的头痛
眩晕、肢体麻木、半身偏瘫，

肢体痉挛等病症。
【天麻煮豆腐】 新鲜豆

腐500g，鲜香菇3个，天麻5g，
茯苓5g，枸杞5g。豆腐切片，
香菇切十字纹，锅中加清水
煮开，放入天麻、茯苓、枸杞，
小火煮1小时。加入香菇、豆
腐同煮5分钟，即可食用。具
有息风止痉、平肝潜阳的功
效，适用于肝风上扰之糖尿
病并发高血压而致头目眩
晕，头重如裹者。

“长期腰腿疼，害怕手术，只好吃止疼药，不但引起肠胃不适，这腰腿疼还越来越重了。”说这
句话的是今年70岁的张阿姨。近半年来，她感觉自己的“脚力”明显下降，走半个小时的路，腿就
酸困、乏力、走不动，非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才能再走。其实，张阿姨知道导致她现在走路困难
的主要原因是腰椎管狭窄，但很多医院建议做开放式手术，而全家人接受不了，所以一拖再拖。

腿疼、麻、无力、走不远——

反复治疗,这病咋还越来越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间歇性跛行
当心腰椎管变窄

“偏头痛”常发作，试试天麻做药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邢永田

近日，“2018年河南省肾
脏病学学术年会暨河南省肾
脏病专科联盟成立大会”在
郑州召开。会上，河南省肾
脏病专科联盟正式成立。来
自全省各地医院的400余名
肾脏病专家参加了此次学术
年会。

会议由河南省医学会主
办，河南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河南省人民医院、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承办。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执行院
长邵凤民介绍，我省肾脏病
患者众多，慢性肾脏病患者
超过1000万人，对肾脏病学
医疗资源有较大的需求。河
南省肾脏病专科联盟的成立，
有助于规范各级医院肾病诊
疗技术，提升基层肾病诊疗水
平。

省人民医院院长顾建钦
说，河南省肾脏病专科联盟由
河南省人民医院肾内科牵头
成立，旨在加强联盟间各级医
疗机构的学术技术交流，真正
把专科技术优势送到基层。

省卫计委巡视员黄玮表
示，河南慢性肾脏病患病基
数大，但治疗率、规范率、达
标率低，各地治疗水平参差
不齐，发展不均衡。近年来，
河南省肾脏病学分会在技术
推广、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在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希望各联盟成员
单位能团结协作，为人才培
养、共同提升肾病诊疗技术水
平作出贡献。

大会期间，河南省肾脏病
学分会全体委员会表决通过，
成立第一届血管通路和慢性
肾 脏 病 矿 物 质 与 骨 异 常
（CKD-MBD）学组。省医学
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省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阜外华中
心血管病医院执行院长邵凤
民教授当选血管通路学组、慢
性肾脏病矿物质与骨异常
（CKD-MBD）学组组长。

怀了三胞胎后，刘女士
喜忧参半，因为一直害怕宝宝
提前报到，但一切还是来了。
近日，怀孕30周、正在郑大三
附院产三病区保胎的她，突
然破水伴宫缩发动，药物不
能抑制宫缩，随后宫口开全，
一胎儿头部已进入阴道。

刘女士是初次生产，因
口服促排卵药物造成多胎妊
娠。此时选择剖宫产还是阴
道分娩是个难题。剖？一胎

儿头部已进入阴道；阴道分
娩？第二胎儿、第三胎儿何
时会娩出，胎位转动如何，胎
盘早剥、脐带脱垂、胎儿窘迫
的风险等均不可预知，特别
是第二胎儿娩出后会增加第
三胎儿胎盘早剥、宫内缺氧
的风险。

接到报告后，病区副主
任王梦琦指示立即做好三胞
胎接产准备，同时指示联系
麻醉科医师及护理团队做好

随时剖宫产准备，超声科医
师做好随时超声监护准备，
新生儿科医师做好抢救新生
儿准备。

所幸，三个宝宝顺利出生。
王梦琦说，近30年来，随

着促排卵药物的应用和辅助
生殖技术的广泛开展，多胎
妊娠的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
势。关于多胎妊娠分娩方式
和分娩时机的选择目前遵循
个体化治疗方案。多胎妊娠

本身即是难产的高危因素。
但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双
胎妊娠中哪一种分娩方式更
好，三胎及以上多胎妊娠分
娩的最佳途径亦无定论。

不过，她提醒，多胎妊娠
如第一胎儿为头位，原则上
可以阴道试产，但应根据胎
儿的胎位、胎儿体重、孕妇既
往孕产史、有无孕期合并症、
宫颈成熟度及胎儿宫内情况
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

孕30周突然发动！三胞胎提早顺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河南省肾脏病
专科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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