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 责编 刘静 美编 阎嗣昱

健康综合AⅠ·30

年近八旬的曲阿婆是一
位病史超过 15 年的“老帕
友”。刚开始发病的头三年，
曾被医院误诊为“骨质疏松”

“震颤病”等，此后，随着病情
加重，她开始出现僵直等症
状，整个人像被捆绑一般，每
天痛苦不堪。

今年初，在同样罹患帕金
森病的“帕友”介绍下，曲阿婆
找到了郑大二附院神经外科
牛光明主任，并于9月接受了
脑起搏器手术（DBS），开机
后，曲阿婆的身体状况有了质
的改变，不仅恢复了过去的活
跃，也重现了往日的笑颜。如
今的她时常会云游四方，饱览
祖国的大好河山。

生性乐观、不向疾病屈服

的曲阿婆也时常和其他受益
于脑起搏器的病友一起，为传
播科学治疗贡献一份力量。
今年感恩节，曲阿婆特地到医
院，感谢牛主任精湛的医术带
给了她“第二次的生命”。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近年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引进接轨国际的
脑起搏器手术，让更多帕金森
病患者看到了希望。

“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进
展性疾病，目前的科学研究还
没有发现帕金森病的明确病
因，因此目前所有的治疗手段
都是控制症状。早期一般使
用药物来控制，到中后期，可
以采用外科手术进行干预。”
牛光明主任介绍，当帕金森疾

病进展到4~5年，药物疗效明
显下降、药物副作用开始出现
时，是进行外科治疗即脑起搏
器手术的时机，脑起搏器手术
可以大大缓解帕金森病人的
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脑起搏器，即脑深部电
刺激，是帕金森病外科治疗领
域里程碑式的新技术。它是
通过植入大脑中的细微电极
发射电脉冲刺激脑内核团，进
而达到控制患者症状的目的，
是国际先进的神经调控技术
之一。这项技术目前在临床
已经使用超过30年，已累计
造福超过15万帕金森病患。

就像曲阿婆一样，手术后
的帕金森病患者不仅活动能力
显著提高，服药量也明显减少。

“手术后，我获得了‘新
生’，也将家人从沉重的负担中
解脱出来。”曲阿婆兴奋地说。

赵先生今年50岁了，
近两年来间断性出现夜尿
频繁的现象，做过相关检
查，初始服药效果明显，但
后期无明显改善，一周前因
食用辛辣刺激食物，致病情
加重，随后找到周四全天、
周五上午在郑州河医立交
桥东100米路北的张仲景
国医馆河医馆，周五下午、
周六上午在心怡路与祥盛
街交叉口向南50米路东的
张仲景国医馆心怡馆坐诊
的执业中医师李大鹏问诊。

李大鹏对赵先生的情
况进行了详细了解：患者就
诊前两年间断性出现夜尿
频繁，每小时1次小便，尿
量不多，反复发作，缠绵不
愈，半年来伴性功能低下，
近一周食辛辣刺激食物后
尿频、尿急、尿痛加重，伴有
小便热感，尿色黄，小腹急
满，尿时无力，滴沥不尽，劳
累后加重，舌淡红，苔黄偏
腻，脉略弦滑，重按无力。

西医诊断为前列腺二度增
生，用药不详。赵先生以前
身体健康，近两年血压偏
高，西药控制基本正常，有
烟酒嗜好。综合辨证为劳
淋（气阴两虚，膀胱湿热），
应以益气养阴，清热解毒，
温阳利湿为主要治疗原
则。遂开处方：八味肾气丸
加减，因患者不愿服用苦涩
中药，故选用膏剂，上方诸
药浓缩收膏，20ml×100
袋，每次一袋，每日两次，分
早晚空腹服用。

两周后，赵先生复诊，
告知膏方服用一周后症状
明显好转，现每晚夜尿一
次，量较多，且性功能提高。

李大鹏指出，正常膀胱
容量男性约400毫升，随着
年龄、气候、饮水量和环境
等改变，排尿次数及每次尿
量亦有不同，一般白天排尿
4~6次，夜间0~2次。若一
段时间内经常出现尿频、尿
急，需高度重视，尽快就医。

心梗、卒中等疾病
大都可预防

胡大一教授称，预防之所
以放在前面，就是防患于未
然。很多疾病如心肌梗死、卒
中，大都可以预防。“6个心肌
梗死病人，其中 5 个可以预
防。即使不能做到完美，大部
分也可以防得住。”怎么做好
预防呢？要培养健康的生活
方式。“管住嘴、迈开腿，吃动
两平衡，实现健康体重。”

体重是走向健康的可测
量、可管理的最实用指标，体重
下来了，血压、血糖、血脂都会
随着下降。用更少的药物得到
更好的控制。体重的合理控
制，对癌症预防有重要作用。

0吸烟、多喝水 不仅要做
到自己不主动吸烟，公众场所
也不能有二手烟；电子烟同样
危害健康，所以要做到0吸烟。

好心态、莫贪杯 要心态
好，不要攀比；喝酒限量，不喜
欢喝酒的人不要通过喝酒来
追求健康；喜欢喝的要限量，

莫贪杯；大量喝酒有害健康是
肯定的。

睡眠足、别过累 睡眠不
好，健康就无从谈起。很多中
青年人常年熬夜，这是一种身
体的消耗，健康的损失。

乐助人、心灵美 常做帮
助他人的事情，你的心情就会
愉快，就会对健康有好处。

家和睦、寿百岁 一个良
好的家庭环境，有朋友、同事、
家人的支持，对一个人的健康
和幸福非常有帮助。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拒绝过度医疗

胡大一教授说，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愉悦的、快乐的。比
如有氧运动可以产生一种带
来强大愉悦感和止痛效果的
内分泌物质。

有些患者体检发现冠状
动脉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狭
窄。实际上，很多人通过健康
的生活方式，合理用药，这个
斑块是可以逆转的、可以变小
的，狭窄的程度会变轻。“把烟

戒了，每天运动，按时服药，斑
块是可以逆转的。”所以要提
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运动
来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

“我坚持走路18年，日行
万步路，现在一天已经走到一
万八到两万步。”胡大一教授
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谬论，
说走好了心脏，走坏了关节。
实际上关节和心脏通过有氧
运动，可以实现“双丰收”。走
路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
18年前，胡大一教授膝关节曾
有毛病，腰椎也不好。但是通
过多年的健步走，减掉了20公
斤体重，减轻了身体对关节的
压力，年届七旬的胡大一教
授，现在还能爬山。

15岁的小李今年刚上
高一，近日，她在郑州人民
医院做甲状腺彩超时发现，
甲状腺右叶有肿块，因超声
不能明确肿块性质，医生建
议进行甲状腺细针穿刺活
检（FNAB），进一步确诊。
甲状腺细针穿刺活检显示，
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即恶性
中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类
型，医生建议手术切除。

郑州人民医院普外一
病区主任孙德利介绍说，通
过超声检查，可证实“甲状
腺结节”是否真正存在，确
定甲状腺结节的大小、数
量、位置、质地（实性或囊
性）、形状、边界、包膜、钙
化、血供和与周围组织的关
系等情况，同时评估颈部区
域有无淋巴结和淋巴结的
大小、形态和结构特点。

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
最终必须由病理检查来确
定。这就需要甲状腺细针
穿刺活检。该技术是一种
较为可靠、准确的甲状腺肿
瘤筛选方法，具有诊断率
高、创伤小、安全性高、实用
性强、费用低等优势，可使

需手术处理的甲状腺结节
大幅减少。

“甲状腺乳头状癌最常
见，恶性度也最低，约占甲
状腺癌的85%，任何年龄均
可发病，多见于儿童或年轻
（40岁前）女性，有些患者在
儿童时期曾作过颈部x线
治疗。”孙德利说。碘缺乏、
碘摄入过多、放射线损伤、
遗传因素，其他甲状腺病变
如甲状腺肿、甲状腺炎等，
雌激素等多种因素都可能
与甲状腺癌的发生有关。

孙德利建议，尽量避免
颈部受辐射，由于甲状腺癌
早期几乎没任何症状，预防
和及早发现就比较重要；内
陆地区居民建议食用加碘
盐，减少因碘缺乏导致的甲
状腺疾病；直系亲属中有甲
状腺癌患者的人群，每年至
少做1次甲状腺B超检查；
慢性甲状腺炎和结节性甲
状腺肿的患者，建议每年至
少做1次甲状腺B超检查，
及时发现变化。甲状腺功
能低下者，需要在医生指导
下补充甲状腺素；女性要注
意尽量少用雌激素。

帕金森病义诊关爱活动后天启动
时间：12月22日9：00-11：30 地点：郑大二附院门诊一楼
到场患者可免费领取美多芭一份 绿色通道咨询热线：18903710700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继肿瘤、心脑血管病之后，帕金森病成为中老年人健康的“第三杀手”。为更好地帮助这
类患者，12月22日上午9：00~11：30，大河报联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在该院
举办科普、关爱、义诊活动。届时，现场不仅有权威专家为患者进行免费诊疗、答疑解惑以及
患者日常生活护理指导等，部分DBS手术患者还会现场分享术后感受和体验。同时，到场的
患者可免费领美多芭一份。

脑起搏器
让“帕友”看到了希望

疾病进展4~5年
是外科治疗的时机

胡大一的“健康三字经”值得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管住嘴、迈开腿；不吸烟、
多喝水；好心态、莫贪杯；睡眠
足、别过累；乐助人、心灵美；家
和睦、寿百岁。”胡大一教授总结
的健康三字经简单易懂，朗朗上
口。胡教授走到哪里，“健康三
字经”就带到哪里。

近日，在郑州市中心医院召
开的第三届长城国际心脏康复
与预防会议上，著名心血管病专
家胡大一教授在记者专访时，详
细解读了他的“健康三字经”。

胡大一 著名心血管病专
家，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控
制吸烟协会会长，中华预防医
学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学会副会长，世界心脏
联盟理事，中国心脏联盟主席。

15岁女孩患甲状腺癌

专家说要这样防范此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余华

中医巧治尿频、尿急、尿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专家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