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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不是病名，而是许
多疾病都会出现的症状。
体质辨证在眩晕治疗中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眩晕一
般可分为四种体质，郑州市
中医院脑病二科苗治国主
任将其称为“需要中医治疗
的眩晕”。

痰浊上蒙型 患者会
感到头晕昏沉、胸闷、恶心、
倦怠嗜睡，而且脉滑、舌苔
白腻。身体水分代谢不佳
时容易形成痰瘀体质，台北
中医针伤科专家陈萍和表
示，水分代谢异常，气血循
环差，就会引起前庭系统的
微循环障碍，易感到眩晕。

痰湿体质患者的饮食
最好清淡利湿、健脾胃，蔬
菜、山药粥、茯苓粥都是不
错的选择；生冷瓜果、甜食
或重口味的食物则应少吃。

治疗痰湿引起的眩晕，
陈萍和经常使用半夏天麻
白术汤、川芎茶调散、二陈
汤、温胆汤、益气聪明汤等，

可以顾脾胃、化痰理气。
气血亏虚型 临床常

见气虚乏力、血行不畅导致
的眩晕，患者可能出现的症
状包括心悸失眠、面色苍
白、吃得少、脉细弱，动的时
候头晕眼花的感觉更严重。

气血亏虚的患者应多
吃富含营养、易消化的食
物，如瘦肉、鱼虾、鸡蛋等，
适量食用龙眼肉、党参、西
洋参、核桃等。具有益气养
血效果的中药包括补中益
气汤、四物汤、归脾汤等。

肝阳上亢型 此类患
者会耳鸣、头痛且涨、面色
潮红、小便黄急躁易怒，易
因情绪激动诱发眩晕。

饮食宜清淡、低盐，多
吃新鲜蔬果，忌烟酒、辛辣
等刺激食物。食用百合玉
竹粥，则可达到养心安神、
滋阴润燥的功效。

肝肾阴虚型 常发生
在老年人身上，有时伴耳
鸣、失眠多梦、健忘、腰膝酸
软。这类患者不妨多吃滋
阴益气的食物，如紫菜、黑
木耳、莲藕汁、枸杞核桃
粥。老年人肾阴亏损，也可
以使用帝王丸、还少丹、左
归丸及右归丸调理。

苗治国提醒，引起眩
晕、头晕的疾病有数十种，
尤其是不明原因的、反复发
作的、长期的头晕，建议到
医院检查治疗。

腰椎管狭窄
常由腰部退变引起

“在临床上，退变性腰椎管
狭窄症是引起中老年人腰痛或
腰腿痛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
心周红刚主任说，在年复一年
的劳损和撕裂后，脊柱骨与骨
之间的软垫毁坏，使骨与骨之
间相互摩擦。在这些部位，身

体会长出骨赘使椎管变细，导
致脊神经或马尾神经受压。有
时，巨大的椎间盘突出和脊柱
肿瘤也会引起椎管狭窄，足以
产生神经压迫。其他如外伤、
腰骶椎手术后产生的医源性因
素等也可引起椎管的狭窄。

腰椎管狭窄症主要表现为
腰痛、无力、易疲劳。患者步行
一定距离（数米甚至数百米）
后，出现一侧或双侧腰酸、腿
疼、下肢麻木、无力以致跛行，
当休息数分钟后又可继续步
行，但行走距离较正常人短。
因有间歇期，故名间歇性跛
行。严重者不能下地行走。

“如果老年人直着腰难受、
弯着腰舒服，需警惕腰椎管狭
窄；走一会儿累了，歇会儿又好
了，需警惕腰椎管狭窄。”周红
刚主任总结道。

保守治疗不能根治
手术首选微创

“药物、理疗等保守治疗方
法可以短期缓解症状。”周红刚
主任说，比如卧床休息、口服中
西药、针灸、理疗、按摩、牵引等
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
无菌性炎症反应，消除水肿，缓
解神经压迫，减轻肌肉痉挛，从
而暂时减轻局部症状。然而对
于大多数腰椎管狭窄患者来
说，保守治疗基本没有效果。

如果保守治疗一段时间，
自觉症状明显且持续性加重，

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或出现
明显的神经根痛和明确的神经
功能损害，尤其是严重的马尾
神经损害；以及进行性加重的
腰椎滑脱、侧弯伴随相应的临
床症状出现，则需要进行下一
步治疗。

由于绝大多数老年人对生
活质量有着强烈渴望，同时，老
年人的腰椎管狭窄不单纯是

“腰椎病”，多数伴有心脑肺肾
等器官疾病，因此，在制订治疗
方案时，医生需要更多顾及这
些伴随的多器官疾病。

这时，创伤小、恢复快的微
创脊柱内镜技术就成了首选。

微创化、精准化、可视化是
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近年来，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中心，局麻下的微创治疗方
法，在3D导航引导下进行操
作，治疗安全性高，恢复快，并
且有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的保
障，伤口仅几毫米，微创一结束
即可下床，次日复查腰椎磁共
振片就可出院，快速回归到正
常的生活工作中。

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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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下午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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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的治疗方案。

走两步路腰腿就酸疼、麻木、无力，坐下休息一会儿才能再走

这间歇性跛行是怎么回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走没一会儿路，就觉得腰
酸背痛、双腿发沉，蹲下之后
腰腿不适能有缓解；

出了趟门回来，觉得两腿
发沉，特别难受，躺下休息时，
得窝着才能觉得舒服些；

出门时，走一里地就觉得
腿酸腿沉，但是骑车的话，时
间久一些也不会觉得腿累；

……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老人

出现上述情况，这很有可能是
因为腰椎管狭窄导致的，赶紧
去医院查查腰椎。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四种体质眩晕 需中医治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朱清

21岁的小妍（化名），半
年前突然出现伴腹痛脓血
便，她上网查了很多资料，
答案不一，由于刚参加工
作，平常身体较好，就自行
买点药敷衍了事。但随后，
腹痛脓血便情况没有减轻，
偶尔还出现高热。到医院
检查，诊断结果显示：1.克罗
恩病；2.不全肠梗阻；3.慢性
胃炎；4.左肾结石。医生开
具口服激素类药物治疗，服
用月余后，症状虽有缓解，
但仍腹痛、腹泻，故寻求中
医调理。她找到周二上午、
周三全天在郑州河医立交
桥东100米路北的张仲景
国医馆河医馆，周五、周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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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中医师、张仲景国医馆特
聘专家刘读文问诊。

刘读文望闻问切后，结

合医院检查结果，最终辨证
为：湿热下注（痢疾），应以
健脾祛湿，清热止痢为主要
治疗原则。开处方：参苓白
术散加减，21服，日一服，水
煎服，早晚温服。

二诊时，小妍气色改
善，体重略长，体力改善，食
欲渐好，仍有腹痛腹泻，舌
淡苔薄白，脉细。在前方基
础上删除马齿苋，增加醋柴
胡、炙黄芪若干。30服，日
一服，水煎服，早晚温服。

三诊时，小妍自述最近
20余天胃口好，精神足，大
便正常，体重增长。医嘱其
续服上方20服，同时口服
激素类药物逐渐减少用量。

刘读文指出，中医的久
泻久痢范畴，与西医的克罗
恩病较为相似，中医以健脾
祛湿、清热止痢为原则，结
合患者具体情况，综合辨证
论治，有一定优势。

经常便脓血 中医巧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老教授缺牙苦熬13年
27分钟恢复半口好牙

今年76岁的张教授，在苦
熬了13年之后才开始到处找
医院想要种牙，却因为牙槽骨
萎缩严重，加上糖尿病问题，求
医无果。祖籍郑州的张教授，
无奈之下开始在老家打听，没
想到还真有一位被称作“种牙
金手”的种植牙医生——拜博
口腔种植中心主任王中杰。

传言说王主任种牙胆大心
细，完成了不少疑难种植病例，
于是，老教授决定返乡种牙。

“原本我种牙还挺忐忑的，没想
到仅仅用了27分钟，王大夫就
将我的半口牙种好了！”张教授
种完牙以后感慨万千。

本周日牙齿矫正专家讲堂
博硕专家团队联合会诊

因为“吃不好、不够美”，在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到来的季
节，拜博口腔也迎来了看牙高
峰期。春节期间受够了牙病困
扰的市民，在节后就忙不迭地
跑到拜博口腔医院，找专家种
牙、矫牙、补牙……

为让更多缺牙读者获益
此，在3月份，大河报联合泰康
拜博口腔成立“希望牙科”公益
项目，将最实在的惠民补贴送
给全城百姓。

3月3日（本周日），泰康拜
博口腔举办牙齿矫正专家讲
堂，博硕专家团队将现场联合
会诊。现在报名参与可免专家
挂号费，还可享受牙齿矫正公
益补贴价，到场签到就送价值
30元牙线棒2盒，做矫正还送
原价2000元的VIP金卡 1张

（内含免费洁牙2次+1000元
诊疗金）。

加微信bybo55993333
享“希望牙科”公益补贴价

1.18.8元种植套餐（含普通
拔牙1颗）；

2.韩国品牌种植体 2980
元；

3.诺贝尔种植体特价×980
元；

4.全瓷冠限时特价999元；
5.美国 3M 牙齿矫正特价

6999元；
6.隐形矫正限时直降 1 万

元；
7. 舌 侧 矫 正 限 时 直 降

1.5万元。

北大教授返郑种牙，27分钟恢复半口好牙
“希望牙科”公益惠民补贴，用“能承受”的价格，做健康好牙！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13年前北大的张教授因为牙周病掉了1颗牙，当时张教授一心扑在工作上，就去诊所消炎处
理了。后来牙齿接二连三地掉，就开始用活动假牙了，没想到就此埋下了隐患。牙齿被挂钩挂的
加速脱落，到最后连假牙也戴不上了。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