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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腿疼痛严重影响生活

四川万源市的杨阿姨，今
年77岁，常年伴随着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两
个月前，她出现腰和右下肢疼
痛、麻木，刚开始还可以忍受，
后来走几十米，腿就疼得不能
行，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

女儿在成都上班，带她从
万源到成都，辗转各大医院，

被确诊为腰椎退变、腰椎管
狭窄症，采取各种保守治疗
都不见效，医生建议手术。

虽说现在手术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非常成熟，但是
面对杨阿姨近八十岁的年
龄，再加上多种慢性病，家里
人不愿意让她手术治疗。

寻南走北要找最佳良策

杨阿姨的腰腿疼痛问题
成了一家人的大问题。大家
通过朋友、亲戚介绍，也去过
许多知名大医院，均被告知
只有手术才能彻底解决。

就在一家人非常纠结的
时候，听一位朋友介绍说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开展的微
创技术不用开刀就可以治疗
各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
管狭窄、颈椎病及胸椎疾病，
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

一家人当机立断，带上两
个月的孙子，开车来郑州。

“钥匙孔”完美解决困扰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接诊
后，经过详细检查，告知家属，
杨阿姨同时存在腰椎间盘突
出、腰椎管狭窄，但症状主要
以腰椎管狭窄为主。

周主任说完病情，一家人
连忙问有没有不受罪的方法
治疗。周主任介绍道，现在绝
大多数老年人的腰椎管狭窄，
不单纯是“腰椎病”，多数还伴
有心脑肺肾等器官疾病，因此
在制订治疗方案时，他们会顾
及这些伴随的多器官疾病，为
病人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

经过充分准备，第二天为
杨阿姨实施了3D导航下椎间
孔镜技术。治疗一结束，杨阿
姨就觉得腰部和腿部轻松不
少。次日，她下床走路，疼痛
的感觉也没了。“本以为要遭
大罪，没想到这么轻松，几乎
没有感觉。真的非常感谢！”
杨阿姨出院时高兴地说。

近年来，脊柱内镜微创技
术迅猛发展，为老年性腰椎管
狭窄的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大大减少了传统开放手

术的创伤，使患者在同样的治
疗效果下得到更微创的治疗，
减少了痛苦，缩短了住院时
间，降低了住院费用。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在国内外率先从
单纯腰椎间盘摘除术的1.0技
术到椎管狭窄骨性减压的2.0
技术，内镜技术全脊柱（颈椎、
胸椎、腰椎）覆盖的3.0技术再
到镜下融合的4.0技术成功开
展……占据了目前国内外脊
柱微创领域的制高点。正是
这些精湛的技术吸引了许多
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新疆、
内蒙古、四川等地的复杂腰
椎、颈椎、胸椎疾病患者不远
千里来到河南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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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认为，春天是肝旺之
时，若多食酸性食物会使肝火
偏亢，损伤脾胃和人体正气，
春季宜“增甘减酸”。枸杞子
性甘，正适合春季食用，还可
酌情选用蜂蜜、大枣、山药等
养肝健脾的食物，既能养肝，
又能固护脾胃。春季还可选
用具有明目、养胃、利肝、清热
解毒等作用的菊花、荠菜、春
笋等与枸杞搭配使用，养阳敛
阴、养肝健脾。

嚼服 将枸杞子洗净后直
接放嘴嚼，早晚嚼食。直接嚼
吃枸杞子对营养成分的吸收
会更充分，更利于发挥其保健
效果。但嚼食时要注意，进食
的数量不宜太多，否则容易滋
补过度，反而不利。

泡茶 枸杞泡茶可单用也
可以和其他药材搭配使用，比
如取枸杞20粒，加菊花4~6
朵，用沸水冲泡4~5分钟后饮
用。可清肝明目、清热解毒。
枸杞还可以和大枣、黄芪、山
楂等搭配泡茶。

泡酒 取100克枸杞子洗
净，放入备好的容器，倒入适
量白酒。将容器密封后放在
阴凉干燥处贮存约一周后即
可饮用。饮用时间在晚餐前
或临睡前，注意不要过量。

煮粥或煲汤 将枸杞子和
大枣、山药、糯米同煮粥食用，
或做菜、煲汤，在菜熟、汤成时
加入，增加颜色促进食欲，还
有养生保健的作用。

枸杞是药食同源、食养俱
佳之品，四季皆可服用，秋冬
季宜煮粥，春夏季宜泡茶。

32 岁的张先生近日因反
复“胃痛”首诊就诊于我院消化
科。原来，张先生 5 年前研究
生毕业后，在郑州就职于IT行
业，是众多人眼中的佼佼者。
IT行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
加班是家常便饭，饮食也多是
外卖。3 年前一次加班中，他
饱食后出现上腹部疼痛，大约
5 分钟后缓解，自认为胃痛未
在意，此后间断出现上腹部疼
痛。曾服用过“吗丁啉”“斯达
舒”“达喜”等胃药，效果欠佳。

半年前，张先生一次回家
后上腹部疼痛加重，持续10余
分钟，伴出汗、轻度胸闷，当地
县医院行胃镜检查提示“慢性
胃炎”，予“奥美拉唑”等药物治
疗，效果仍欠佳。

这次，张先生下定决心查
清楚“胃病”久治不愈的原因，
遂直接要求入住消化科。

消化科住院后常规行心电
图检查，结果提示陈旧性前壁
心肌梗死，请心内科会诊，结合
张先生症状考虑冠心病，于是

转入心内科。
与张先生本人及其家属充

分沟通后进行冠脉造影检查，
结果不出所料，前降支近段狭
窄 90%，这就是张先生胃病久
治不愈的原因。

在充分沟通后，应用药物
球囊成功解除了冠脉狭窄，张
先生上腹部疼痛很快缓解。

冠心病这种老年病怎么就
发生在青年人身上呢？这一方
面跟是否有糖尿病、高血压、高
血脂、吸烟等常见冠心病危险

因素有关，也跟压力大、精神紧
张等新危险因素有关。另一方
面跟个人体质也密切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心绞痛是
冠心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形
式，典型疼痛部位为胸骨后或
心前区，可放射至左肩。虽名
曰心绞痛，但不是所有心绞痛
发病时都出现疼痛，发病部位
亦不限于上述典型部位。尤其
对于中青年患者，当出现典型
心绞痛表现时，我们往往很容
易想到冠心病心绞痛。

但是，当症状不典型尤其
疾病不太严重时，如部分患者
仅表现为心慌、乏力，或仅有消
化道症状如腹痛、纳差、恶心、
呕吐时，或仅有放射部位的疼
痛，即咽喉部发紧或疼痛、下颌
疼、牙痛、颈项痛、肩胛痛，一方
面患者未太在意，另一方面基
层接诊医生也可能忽略了冠心
病的可能性，导致患者长期得
不到正确诊断及治疗。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三叉神经痛在民间被称
作“天下第一痛”。反复发作
的疼痛，不仅给患者身体带来
痛苦，而且严重影响生活和工
作，使患者情绪持续低落。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郑
州市心血管病医院）神经外科
二病区主任张刚中称，三叉神
经痛反复发作是该病治愈难
的主要原因。随着技术的进
步，如今较小的手术就可解决
该难题。

三叉神经痛折磨十多年
女子选择手术治疗

63岁的王女士，在十多
年前偶然感觉到右侧面部有
一过性的电击样疼痛，很轻
微，发作也不频繁，就没在
意。但渐渐地疼痛越来越重，

到了不能忍受、痛不欲生的地
步，发作频率也越来越频繁。
在当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

“三叉神经痛”，进行了药物治
疗。但后来药效甚微，且头晕
等副作用让她倍加难受。

近一年来，王女士又先后
发生了脑梗塞和脑出血，出院
后遗留左侧身体活动不便，耳
朵听力急剧下降。即便如此，
脸疼的毛病依然如故。

近日，王女士来到郑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二病
区就诊。病区主任张刚中在
查看病情后，确认了三叉神经
痛的诊断。“原发性三叉神经
痛的发病原因，多是因为微血
管压迫了三叉神经根部造成
的，通过内窥镜和显微镜行微
血管减压手术可缓解疼痛。”

张刚中说，该术式不切
断、损毁神经，也不破坏责任
血管，具有创伤小、疗效好，复

发率低等诸多优点。目前已
成为国际公认的面肌痉挛和
三叉神经痛患者的首选术式。

治疗该类型的疾病，过去
一般采取药物、射频毁损、神
经切断术等，随着国内对治疗
方法的对比和与国际先进技
术接轨，微血管减压术式已经
成为治疗三叉神经痛和面肌
痉挛的主流方式。

微血管减压术
一举解除血管压迫

术中，张刚中和手术团队
采用乙状窦后入路，进行显微
镜下微血管减压术：缓慢地释
放、吸除部分脑脊液，锐性分
离局部蛛网膜粘连，小脑自然

“塌陷”后，见三叉神经根部被
小脑上动脉的两根分支动脉袢
从内侧压迫，局部张力明显。

张刚中细心地用显微剥
离子缓慢推开动脉袢，以涤纶

垫片垫入动脉袢和三叉神经
根部，并检验其稳定性，最终
将责任血管和神经完全隔离，
将压迫解除，手术顺利结束。

麻醉药效过去，王女士说
脸部疼痛的感觉消失了。术
后没有出现并发症。6天后，
王女士刀口拆线，痊愈出院。

开车16个小时，千辛万苦来郑州，只为让老母亲少遭罪,没想到——

小小“钥匙孔”解决大难题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大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从四川万源到郑州，全程
一千多公里，开车16小时，一
家老小千辛万苦地来到郑州，
只因听别人说郑州有种方法，
可以不开刀，腰部只需一个
“钥匙孔”大小的微创治疗就
能解决多年的腰腿疼麻、无
力、走不远的难题。

微血管减压手术，消除多年三叉神经痛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张刚中

专家名片
张刚中 主任医师，郑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二
病区主任。

擅长颅内动脉瘤夹闭及
栓塞、脑动静脉畸形切除及栓
塞、颈动脉狭窄的内膜剥脱术
和支架植入术、烟雾病的颅内
外血管搭桥等手术；擅长应用
微血管减压术解除三叉神经
痛和面肌痉挛患者的症状；常
规开展颅脑、脊髓肿瘤的手术
治疗，重型颅脑损伤和高血压
脑出血的诊治等。

泡茶、煮粥、干嚼着吃……

枸杞
可以这样用
□方健

多年老胃病，原是心脏惹的祸李凌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