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路六居 统筹 王芷荭 责编刘静 美编张峰

天天健康 AⅠ·14
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普春红

刘大姐今年40岁，新疆
呼图壁县人。因受腰腿疼困
扰，最近一个月她连百米都走
不动，每天都寝食难安。在当
地医院保守治疗效果不太明
显。不久前，经朋友介绍，刘
大姐不远数千里来到郑州，经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中心专家进行脊柱内镜微
创治疗，很快康复出院。

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
不远数千里来治病

刘大姐说，近两年她越来
越感觉到腿脚不利落，原先只
是腰疼，左下肢麻木，腿轻微
疼痛，走两三百米还不困难。
没想到近一个月来，情况越来
越严重了，刘大姐发现自己顶
多走几十米，两条腿就像灌了
铅一样又沉又酸，必须休息一
下，才能缓解。

保守治疗了大半年，刘大
姐腰腿疼痛、麻木的毛病一点
没好转，反而一下床就双下肢
疼痛、麻木、酸胀无力，严重影
响了生活。在当地也看过医
生，在北京、上海等多家医院
都建议做传统全麻开放手术，

刘大姐因患有风湿性心脏病
伴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不能耐
受传统全麻开放手术。

前不久，她听说亲戚在郑
州一家医院看过病，医院治疗
腰椎、颈椎疾病效果很好，刘
大姐比较信服，就查询医院电
话，联系了医生。咨询很多
后，刘大姐和家人商量决定来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看腰
椎间盘突出。新疆距离郑州
3000多公里，火车坐了30多
个小时，终于来到了河南省直
第三人民医院。

局麻脊柱内镜微创治疗
患者疼痛解除

椎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
仔细询问病史，结合症状、细
致体格检查和腰椎影像片子，
确诊刘大姐是腰椎间盘脱出，
巨大突出块占据整个椎管空
间，神经卡压非常严重，必须
尽快治疗。经过周密准备，次
日，专家在3D导航引导下进
行局麻脊柱内镜微创治疗。
手术过程十分顺利。手术大
夫说，还没下手术台刘大姐的
疼痛就明显缓解了，一个小时
后，她被安全推回病房，第三
天就康复出院了。

椎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
说，椎间盘由纤维环、髓核和
软骨终板三部分构成，髓核突
出的早期，仍保持原有的弹性
与韧性，但随着含水量不断降
低，逐渐失去原有的弹性与韧
性，并在椎管内形成扁平状致
压物。如果突出物穿过后纵

韧带抵达硬膜外间隙，或于其
周围（包括后纵韧带裂处）有
粘连形成时，则无论采用任何
治疗措施皆无法还纳。且随
着时间的延长，粘连周围将日
益扩大，以致突出物固定于椎
管内成为持续性的致压物。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一直致力于将脊
柱微创和术后快速康复的理
念融合在脊柱外科中，率先在
国内秉承“竭镜所能，无微不
至”的理念，着力发挥脊柱内
镜优势，持续推进椎间盘病诊
疗技术创新。自 2010 年以
来，先后开展了脊柱内镜技
术、Delta宽通道技术、计算机
导航下内镜技术、镜下融合技
术、侧方融合等技术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颈椎
病、胸椎管狭窄等疾病，完成
微创手术两万余例，其中局麻
内窥镜下微创治疗胸椎管狭
窄症、Delta技术颈后路治疗
颈椎病、XLIF侧方椎间融合
联合脊柱内镜技术治疗腰椎
管狭窄症伴腰椎不稳等三项
技术填补国内外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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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下午3点有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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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诊，共同讨论为患者制订最佳
治疗方案，实现精准诊疗。

温馨提示 会诊时间有
限，需提前电话预约。

三七活血化瘀、消肿定
痛，生用可活血，熟用可补
血。现代药理研究，三七具
有保护心脑血管、降压、降
脂、调节血糖、护肝等作用。
但专家介绍，想用好三七，还
需搭配好，养生保健作用会
更全面。

三七粉+西洋参粉+丹参粉
三七粉、西洋参粉、丹参

粉各等量，混合均匀，温水冲
服，一般每日服用混合粉末1
克即可，用量根据病情增减，
可保护心脑血管。

三七粉+丹参粉+天麻粉
三七粉、天麻粉、丹参

粉合用，共同发挥活血化瘀、
平肝息风、养血安神、通络止
痛的功效，可扩张冠状动脉、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降低
血压、改善血液流变性、降低

血液黏度等，适用于冠心病、
心绞痛、高血压及心律不齐
等患者。

三七粉+水蛭粉+地龙粉
三七、水蛭、地龙各等份

研末装0.3g胶囊，每次5粒，
每日3次。可活血化瘀、降
黏防栓、改善血液黏滞状态、
减少心脑血管及其他血栓栓
塞性疾病的发生。

三七粉+黄芪+枸杞
鸡一只或排骨1kg煮至

七分熟，加入佐料适量、三七
粉2~3勺、黄芪8~10g、枸杞
10~15粒至肉熟即可食用。

熟三七可补血、补益健
体。黄芪补气升阳、固表止
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枸
杞滋补肝肾、益精明目。适
用体质虚弱、缺血贫血、易生
病、易疲劳等人群。

急性冠脉综合征是冠心
病的一组急症，发病时情况
危急，是导致冠心病死亡的
主要原因，有极高复发风险。
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不稳定
性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冠脉综合征可谓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死亡赛
跑中，急需快速、专业、准确
的诊断和救治。5月 30日

15：30~16：30，在河南中医
药大学一附院新门诊楼二楼
A区慢病宣教大厅，将举行

“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救治”科
普讲座，由心内一病区专家
任红杰主讲，内容包括：1.什
么是冠心病？2.什么是急性
冠脉综合征？3.急性冠脉综
合征的自救处理。4.急性冠
脉综合征的治疗方法。

疾病、酗酒、经常熬夜、
过度劳累等都可导致猝死，
我国每年有50万人因心脏
原因猝死，掌握一定的院前
急救方法，关键时刻可以挽
回一个生命。

5月24日15：00~17：00，
“第110期郑大一附院心苑健
康谈”大型健康讲座及咨询义

诊活动将在该院河医院区3
号楼21楼会议室举行。该院
心血管内科陈庆华教授将以

“心脏骤停和心脏猝死的防
治”为题，主讲此次健康公益
讲座。届时，不但有心血管专
家现场讲解演示，观众还可以
动手操作。会后，有该科多位
专家教授现场义诊。

腰腿疼痛、麻木，百米路难走动

新疆患者奔波数千里来郑就医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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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这样搭配 作用更全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心脏猝死如何防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黄峥

急性冠脉综合征咋救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璐 魏佳琳

长期缺牙
自感生活了无意趣

家住郑州西区的邹大伯
是位“老郑州”，也是位书法
家。历经了西区几十年变迁，
他对西区感情颇深。“这边美
食多，生活节奏慢，每天都活
得热气腾腾，但自从缺了牙，
好日子就像到头了。”几年前
由于牙周病接连掉了几颗牙
后，他开始用活动假牙。没想
到假牙常磨得口腔溃疡，其他
好牙还被挂钩牵动，加速脱
落，从此不知肉味，邹大伯变
得郁郁寡欢。得知种植牙是
缺牙后的理想修复方式，被称
为人类“第三副牙齿”，他便四
处求医，却被告知骨条件差，
种植难度大。一年前，由于摔

跤骨折坐上了轮椅，邹大伯几
乎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连热
衷的书法也提不起兴趣。

重获“新”牙
老人致谢送书法

直到一次看报纸，得知德
国牙医在植得成立工作室，还
能享受优惠，邹大伯心动了。

“早就听说德国牙医的技术
好，得知植得就有一位德国医
生，感觉生活又有了希望。”邹
大伯即刻拨打了电话抢约苏
莱曼医生亲诊。得知邹大伯
腿脚不便，距离又远，植得派
专车来接，邹大伯感动不已。

手术完成得很顺利，戴上
牙冠的那一刻，邹大伯激动不
已，直夸苏莱曼医生太厉害
了。当天回去就重拾墨笔，慷

慨挥毫对苏莱曼的感谢。
“长”出新牙后，邹大伯的

生活又有了滋味，每天逛美食
街，练书法，整个人看起来年
轻很多。

植得口腔医院作为一家
中德技术合作的国家二级口
腔医院，“影响河南特色品牌
医院”，现已发展为以郑州植得
口腔医院为核心，覆盖郑州、
驻马店、信阳、深圳等五地九家
医疗机构及科技连锁布局。

不忘初心，本着“问题驱
动”的强烈使命感，为让更多
西区患者享受德国医疗品质，
植得桐柏路院区将在5月24
日盛大开业。植得口腔联合
本报回馈读者：

种 植 牙 每 满 5120 元 返
2099元；抢约999个植得创始
人刘明舟院长签名开业红利
卡；种牙赢豪华 7 日游；进口
种植体 1999 元；食用盐、柴鸡
蛋送不停。

书法家种牙屡遭拒，在植得一天“长”新牙
植得口腔医院桐柏路院区将盛大开业，大河报联合植得口腔回馈读者，种植牙每满5120元返2099元；
再抢约999个植得创始人刘明舟院长签名开业红利卡，大河报种牙热线：0371-65795608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桐柏路院区盛大开业
让西区人享受德国医疗品质

患者重拾笔墨感谢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