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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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星期三

医学科技的进步，给腰椎
疾病患者提供了很多可供选择
的方式。然而，手术虽然能解
决神经压迫，却无法改变腰椎
退行性变的病因，疾病因可持
续存在且继续加重，因此，术后
存在复发可能。

门诊经常有患者不解地
问：“我做过彻底的开放融合固
定手术后，为什么现在又是腰
腿疼痛、麻木、无力、走不远？”

家住郑州的年近七旬的陈
大爷最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开放式手术8年后
旧疾复发

8年前，陈大爷腰4-5椎
间盘突出伴有腰椎退变，经保
守治疗几个月效果不明显，做
了开放式融合固定减压手术治
疗。手术后几年来，老人恢复
得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其
间，偶有腰部疼痛休息后恢复。

从去年开始，陈大爷腰骶
部开始持续疼痛，越来越重，牵
引、推拿、针灸后反而加重。今
年初，开始左臀部疼痛，左大腿
前外侧疼痛、沉重、酸胀、困乏，
小腿前内侧有如牵拽、难受，有
点发麻、发木、腿部不能受力。

医生建议陈大爷做第二次
手术，他却担心再次挨刀而犹
豫不决。该怎么办呢？

前不久，陈大爷经朋友介

绍来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找到周红刚主任。

周红刚主任听陈大爷描述
完病情结合查体后，感觉应该
是腰3-4椎间盘突出造成的，
建议其做核磁共振检查。结果
显示果然是腰3-4椎间盘突出
并椎管狭窄。

脊柱内镜技术优点多多

周红刚主任在与科室团队
讨论后，认为陈大爷基础病较
多，身体情况较差，不适合再次
全麻下传统开放翻修手术治
疗。结合老人自身情况，决定
进行局麻下脊柱内镜技术。

“脊柱内镜技术适合于治
疗脊柱疾病的手术翻修、腰椎
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椎
间隙高度降低、退变性腰椎不
稳、腰椎滑脱症、颈椎病、胸椎
管狭窄症等，尤其对于合并有
高血压、糖尿病、心肺功能障碍
等疾病的患者。”周红刚主任介
绍说，传统开放手术在全麻下
进行，出血多，术后卧床时间
长，花费较高，患者不易接受。
而这种治疗方式采用脊柱内镜
下局部麻醉，完全能实现传统
开放手术的减压、融合效果，在
治疗过程中能随时和患者沟通
交流，安全性高，恢复快，治疗
后24小时后即可下床活动。

经过精心准备，次日，在周
红刚主任指导下，由周红刚团
队为陈大爷进行治疗。历时一
个半小时，治疗过程中患者生
命体征平稳。治疗后陈大爷腰

痛及右下肢疼痛完全消失，效
果显著。

脊柱内镜技术，整个治疗
在局麻下进行，通过内镜技术
下处理各种压迫，如椎间盘突
出、椎管狭窄、术后翻修等，单
一膨胀式椎间融合非常牢固，
对局部软组织无任何干扰，具
有创伤小、恢复快的特点。

周红刚主任说，相比20年
前，现在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在
内的脊柱疾病多采取微创技
术，尤其是计算机导航引导脊
柱内镜技术，创口小、恢复快，
可解决绝大多数的脊柱疾病。

现在，该院脊柱内镜治疗
范围越来越广，从早期椎间孔
镜单纯椎间盘摘除术的成功实
施，到颈椎、胸椎内镜微创技术、
镜下融合技术，标志着其脊柱内
镜微创技术进入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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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专
家和国内多家医院脊柱专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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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精准诊疗。

温馨提示 会诊时间有限，
需提前电话预约。

腰椎病开放手术后——

腰腿再次痛麻、无力、走不远，咋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普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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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不完全统
计，全世界有超过1500万风湿
性心脏病患者，同时，每年新增
50万人患急性风湿热。该病多
发生于冬春季节，寒冷、潮湿、
拥挤环境下，初发年龄多在青
壮年。

不久前，一名58岁男性患
者因持续性心慌、胸闷不适来
门诊就诊。通过听诊，发现其
心尖部可闻及舒张期隆隆样杂
音，而且心音绝对不规律，心界
扩大。凭借自己多年的临床知
识，怀疑该患者是二尖瓣狭窄
（心脏瓣膜病的一种）、心房纤
颤、心力衰竭。

入院后，完善了心脏相关
的检查：胸片发现心影增大，心
电图也证实了快速型心房纤
颤。进一步的心脏彩超结果显
示，二尖瓣重度狭窄并轻度关
闭不全，左心增大。确诊为风
湿性心脏病。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通过进一步追问病史，
发现患者4年前即开始出现胸
闷、气短等症状，上述症状常于

感冒、活动后发作，但症状持续
时间短，可以自行缓解，患者及
家属没有重视，没有进行相关
检查。

之后给予适当的抗心力衰
竭和房颤药物治疗，待患者病
情稳定后，进行冠脉造影术排
除缺血型心肌病，对患者在局
麻下施行“二尖瓣球囊扩张
术”。术后，患者症状明显缓
解，心尖部舒张期杂音明显减
轻，手术非常成功，患者及家属
非常满意。

后来患者到院复查，未再
出现胸闷不适症状，胸片发现
心影减小，心脏彩超显示二尖
瓣狭窄为轻度。

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
病，是指由于风湿热活动累及
心脏瓣膜而造成的心脏瓣膜病
变。主要表现为二尖瓣、三尖
瓣，主动脉瓣中有一个或几个
瓣膜狭窄和（或）关闭不全。临
床上，狭窄或关闭不全常同时
存在，但常以一种为主。患病
初期常常无明显症状，后期则
表现为心慌、气短、乏力、咳嗽、

下肢水肿、咳粉红色泡沫痰等
心功能失代偿的表现。

风湿性心脏病以单纯二尖
瓣 受 累 最 为 常 见 ，占 70% ~
80%。随着病情进一步加重，
可出现心房纤维化、心房扩大，
导致房颤的发生。故此，在风
湿性心脏瓣膜病患者中，房颤
发生率可达 40%~50%，在严重
二尖瓣病变中可高达75%。房
颤形成后，可使心房纤维化、心
房扩大进一步加重，最终导致
心功能不全。

该患者是幸运的，但是还
有很多风心病患者没有及时来
诊。风心病早期可以经过医生
的检查后选择药物保守治疗，
后期必要时应该在专科医生的
建议下考虑进行内科介入手术
治疗。

因此也提醒大家，如有心
慌、胸闷症状，及早至医院就
诊，排除风心病，避免出现心功
能失代偿。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近日，国家财政部与国
家医保局联合对全国77家
医药企业进行穿透式销售
费用核查，这标志着盛行十
几年的医药带金营销模式
将彻底走向完结。

在第四届中国医药供
应链高峰论坛上，河南紫云
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紫云股份”）董事长罗建辉
先生提出：“新零售的核心
是直接卖产品给消费者，厂
家掌控产品的营销主动
权。在医药行业，原来的药
品营销方式大都是依赖于
医生的处方和零售药店的
推荐，很少有患者数据的积
累。这次联合核查，将会直
接斩断带金销售的利益链，
大量的医药工业企业营销
将不得不转型。”

他分析说，中国慢性病

医药市场3万多亿，慢性病
患者大概3亿，慢性病病种
40多种，进入医保目录的
慢性病药有4000多种，这
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何
发现患者、黏住患者、锁定
患者是未来医药营销模式
转型的发展方向。医药大
数据是当前医药企业竞争
的最核心能力，谁能有效采
集患者数据，有效建立直接
针对患者服务以及销售的
渠道，建立更有效的对患者
的激励体系锁定患者，谁才
能真正抓住医药营销的主
动权，才能掘取医药营销的
最大价值。“一旦医药企业
与患者建起强联系，其将逐
步摆脱依赖医疗机构及零
售药店销售药品的传统营
销模式，构建新的竞争壁
垒，锁定患者，占领市场。”

金莲花生长在我国北
方地区，尤其是在夏天，碧
绿的草原上，一片一片金黄
色的花，特别漂亮。金莲花
经晒制加工，有药用价值，
不仅清热泻火，还可以美容
养颜，被称为“塞外龙井”。
民间素有“宁品三朵花，不
饮二两茶”的说法。

清热利咽《本草纲目
拾遗》记载：“金莲花味苦，
性寒。治口疮、喉肿、浮热、
牙宣等。”治疗咽喉肿痛，首
先要做的就是清火。所以
当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喝一
杯金莲花茶，给喉咙一些滋
润，症状就会明显好转。现
代研究证实，金莲花含有的
生物碱及黄酮类成分，入茶
可滋阴降火、清热杀菌，对
于慢性咽炎、喉火、扁桃体
炎和声音嘶哑等，有消炎和
治疗作用。

祛火清热 上火时很多
人会选用菊花泡水，其实，
清热解毒、泻火利咽喉，首
选的应该是金莲花。金莲
花茶性苦、寒，比菊花、金银
花等花茶的清热作用更大，
更多的是针对实热症患者，
也就是那些容易上火、风热
感冒、嗓子咽喉疼的人，能
够清热祛火。

抑菌抗炎 现代医学证
实，金莲花具有广谱抑菌作
用。临床显示，含金莲花有
效成分的药物对扁桃体炎、
咽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的有效率非常高，对泌尿系
统感染亦有一定效果。

需注意的是，金莲花有
药性，属寒、凉。在冲泡饮
用时，用量不能过多，也不
要长期不间断地饮用。尤
其是属于中医辨证脾胃虚
寒的人，最好不要喝。

介入治疗风湿性心脏瓣膜病
李凌 谈

“塞外龙井”金莲花茶金莲花茶
好处这样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医药大数据
将是药企竞争的核心能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