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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后，正赶上孙子上
幼儿园，就接送了三年，后来接
送孙子上小学，又是六年。孙
子上初中后，我也光荣“下岗”
了。可在家待着无聊，总想找
点儿事干，这时我已经七十岁
了，七十岁的老人能干点啥呢？

经过一番观察思考，我选
择了种菜。我在离家不远的近
郊找了块荒地，二三分大，杂草
有一人多高，满地砖头瓦块。
为了整理出一块菜园，我连干
了好几天，把砖头瓦块清理走，
地弄平，铺上新土。接着打埂、
理出菜畦，施上牛羊粪做底
肥。赶巧下了一场雨，在墒情
正好时撒下菜种，四五天后就
长出了小芽苗。看到萌萌的一
片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春季种茄子、辣椒、豆角、
西红柿、黄瓜、笋瓜、丝瓜、向日
葵，只要抓住这一季，一夏天都
有菜吃；夏天头伏萝卜二伏芥，
三伏种上大白菜；秋季种菠菜、
香菜、生菜、苦苣和蒜……种的
量少一些，品种多一些，一年四
季有菜吃。

通过几年的劳动，我切身
体会到种菜对养生的几点好处：

第一，锻炼了身体，增强了
体质。种菜是一种既不轻也不
重的体力劳动，走、站、低头、弯
腰、屈膝、下蹲等动作都用上

了，身体各部位都得到了活
动。我根据天气情况，分时段
一天干两晌活，一晌两个小时
左右。劳动后出一身汗，回家
洗个温水澡，美美睡一觉，全身
轻松精神爽。通过这几年的劳
动，我过去患的几种慢性病都
有了不同程度的缓解和控制。

第二，有了精神寄托和愉
悦感。有个小菜园，每天去走
一走、转一转，有了精神寄托。
遇到烦恼，到菜园里，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看看绿油油的青菜、
红彤彤的西红柿、水灵灵的黄
瓜、紫莹莹的茄子……烦恼会
悄然解脱。万物皆有情，菜是
有生命力的生物，只要你精心
培育，浇水、施肥、松土、拔草、

逮虫，它就会发芽、出土、长叶、
开花、结果。看到自己辛勤劳
动结出成果时，会有一种成就
感，心情自然愉悦起来。

第三，走进了大自然，接了
地气。现代人都居住在楼房
里，在室内待久了，对身体有
害。所以，在身体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尽量走进大自然，这对
健康大有好处。

第四，吃上放心菜。自己
的小菜园，一不打农药，二不喷
洒增长剂，有虫用手逮，让菜自
然生长，种出的蔬菜放心吃。
自己种的菜，中午吃上午摘，晚
上吃下午摘，菜炒出来清脆可
口，营养丰富，看着舒心，吃着
放心，对养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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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管狭窄
中老年腰腿痛的主因

“这种情况多半是由腰椎
管狭窄症引起的，该病多见于
中老年人群，是腰腿疼和下肢
行走无力的常见原因。”周红刚
主任说，主要原因是组成腰椎
椎管壁的结构发生退变、增生，
如腰椎间盘突出、小关节突和
韧带增生、腰椎滑脱、椎体后方
骨赘形成等，造成椎管狭小，神

经受压而产生腰腿痛症状。
腰椎管狭窄典型的表现是

“间歇性跛行”，即行走一段路
（数十米或数百米）后，屁股后
边一条线地向下放射性疼痛
（一条腿都疼）。有的从屁股疼
到膝关节上方；有的一直疼到
脚面或脚掌、脚后跟；有的腿部
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出现腿部
酸胀、麻木、无力，需坐下或蹲
下休息片刻，症状才能缓解，方
可继续行走。但再行一段距离
后，上述症状重复出现。部分
患者没有表现为疼痛，而是单
纯地表现为下肢无力、发凉。

随着年龄增加，大多数腰
椎管狭窄症患者的症状逐渐恶
化，从原先走几百米双下肢疼
痛酸胀到后来只能行几十步。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能
仅考虑腿上的原因，往往做腰
椎磁共振，就能很清楚地看到
椎管狭窄。”周红刚主任说。

不少腰椎管狭窄症患者还
有这样的经验：骑车时腰腿都
不痛，可以骑行很长距离，走路
却是寸步难行，走不了多远。

微创治疗
彻底甩掉“钉棒钢板”

“很多保守治疗的方法仅
对一部分患者有效，并且只是
暂时缓解部分症状，不能解决
根本问题，对很大一部分患者
往往没有效果。”周红刚说。

按照既往的治疗方法，往
往需要开刀，即从椎中央切开
骨头，揭开椎板，扩大神经管，
为其减压。但腰椎管狭窄症患
者多数是老年人，大部分心肺
功能相对较差、骨质疏松等，多
数患者不愿意或身体不能耐受
这样的手术。还有些老年患者
一听到要做手术，都觉得年龄
大，身体折腾不起了。

“其实，随着脊柱微创技术
的发展，腰椎管狭窄已经实现
了微创治疗，彻底甩掉以往的

‘钉棒钢板’，打造绿色环保原
生态的医疗。”周红刚说，通过
椎间孔镜系统微创技术，如导
航下运用椎间孔镜取单纯的椎
间盘突出；椎间孔镜Uless技
术处理退变性腰椎管狭窄；
Delta宽通道可处理骨性腰椎
管狭窄（原发性或先天性）。

在周红刚主任的建议下，
王女士及时通过计算机辅助导
航下微创椎间孔镜治疗，扩大
了狭窄的腰椎椎管，很快恢复
了往日的健康生活。

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在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郑东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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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讨论为
患者制订最佳治疗方案。

枸杞味甘，性平。主要
归肝、肾、肺经。其质润多
液，入肾可益精充髓助阳，
能补血明目，归肺以润肺止
咳。凡肝肾不足和肺肾阴
虚所致诸症，均可应用。为
滋阴助阳，益精补血之良
药。现代临床实验证明，枸
杞对慢性肝炎、中心性视网
膜炎、视神经萎缩、糖尿病、
肺结核等有疗效；对抗肿
瘤、保肝、降压、降血糖有改
善作用。同时，枸杞还具有
促进调节免疫功能，抗衰老
功能及抗疲劳等药理作用。

枸杞作为日常养生佳
品，很容易买到，但质量良
莠不齐，该如何鉴别？张仲
景大药房的专业采购人士
介绍说，宁夏中宁枸杞才是
地道枸杞，具体鉴别如下：

一看 外观呈纺锤形，
端头有一个自然的白蒂。
颜色呈暗红色，而非过分鲜
艳，大小整齐划一，不显潮
湿，没有黑头。

二抓 抓一把放在手上
做握拳状，然后松开，很容
易散开，一粒一粒无粘连成
块。如果手感涩且有粘块，
则质量不好。

三闻 闻起来有枸杞特
有的淡淡清香。市场上硫
黄熏过的枸杞虽然颜色鲜

艳，但闻起来有明显的酸味
或刺激性。

四尝 放入口中嚼之，
甜而不腻，略微带酸味，后
味略有苦、涩，是好枸杞。

五泡 好枸杞糖分并不
是很高，入水时几乎全部浮
于水面上，随着时间推移，
汤色会变成清澈的橙黄
色。染色枸杞会沉入杯底，
掉色快，汤色浑浊，时间越
久颜色越深。

秋冬正当滋补时，可根
据需求，选择食用方法：

冲泡法 取适量枸杞，
洗净放入杯中，开水冲泡，
温浸10~15分钟即可饮用，
常用电脑者眼睛易疲劳，用
枸杞泡水可以滋阴明目。

煎煮法 将洗净的枸杞
放入砂锅，加水，大火烧开
后改小火煎煮30分钟，药
效更佳。

煮粥法 取适量枸杞洗
净，与粳米同煮，米熟出锅，
具有很好的滋阴润燥功效。

泡酒法 适量枸杞泡酒
中，浸泡7天后即可饮用。
和酒同服，可御寒不上火。

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反复发作，如何是好？

微创治疗 甩掉“钉棒钢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近几年，年过六旬的王女
士经常腰疼、双腿麻，特别是走
路时间一长，两条腿就像灌铅
一样又沉又酸，甚至无法继续
行走，而休息几分钟，又会缓解
不少，能继续走路。起初，王女
士以为老年人腰腿痛是正常
的。然而，随着病情加重，行走
距离越来越短，现在几乎不能
直立行走。

这到底是什么疾病？又是
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听听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
主任周红刚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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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滋补
常备枸杞
□宗景

3岁的女宝小雨（化名）
一个月前开始，每次“嘘嘘”
总喊疼。妈妈赶紧带她去
医院检查，发现孩子左肾长
了个鹌鹑蛋大的结石。因
患儿肾脏较小，这颗结石差
不多占据了左肾的肾盂。

对此，郑州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主任单中杰提醒，宝
宝尿尿，如发现以下症状，
最好到医院做相关检查：

1.血尿。这往往是肾
结石的首发症状，血尿可自
行消失，反复出现。

2.暂时性无尿。主要
反映上尿路存在结石，并已
形成梗阻，一旦梗阻解除，
即有尿液排出。

3.孩子尿时哭闹或费
劲，提示下尿路结石的可能。

预防泌尿系统结石，单
中杰建议：多喝水多排尿，
有助于细菌、致癌物质和结
石物质快速排出体外；成年
人应少喝啤酒，少吃肉类、
动物内脏，多食含纤维素丰
富的食品；少吃食盐；慎食
菠菜，菠菜含草酸最高；睡
前别喝牛奶，牛奶中含钙较
多，结石形成的最危险因素
是钙在尿中浓度短时间突
然增高；不宜多吃糖，服糖
后可使尿酸钙、草酸钙易于
沉淀，促使结石形成；多吃
蔬菜和水果；减少蛋白质的
摄入，特别是动物蛋白质。

宝宝“嘘嘘”总喊疼
竟是肾上长个“鹌鹑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孙芸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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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菜与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