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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明天的手术别做！今
天就出院，来郑州治，不能报
销，咱自费……”前段时间，在
郑州工作的郑医生接到豫西南
老家的电话后，立即叫停了准
备“开大刀”的父亲。究竟是什
么原因，吸引老郑一家放弃在
当地治疗，自费来郑州就医呢？

父亲腰腿疼痛要“开大
刀”，被医生儿子叫停

50岁的老郑是豫西南人，
腰痛很多年。半年前，他劳累
后出现腰痛伴右下肢疼痛、麻
木，影响正常生活，在当地做针
灸、理疗、按摩、输液等保守治
疗两个月不见好转。就在两个
月前，症状加重，老郑行走及久
坐后疼痛加重，每天只能在床
上蜷缩着身体，膝胸位后疼痛
减轻。在当地医院检查后，医
生说腰椎出了问题，需要“开大
刀”，做融合钉棒内固定开放手
术。

老郑的儿子是郑州一家医
院的医生，平时工作较忙。为
了不让儿子操心，他和老伴商
量后，准备在当地做手术。手
术前一天，老郑把要做手术的
事儿告诉了儿子。

郑医生当即就让父亲来郑
州看病，说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椎间盘中心的微创脊柱内
镜技术做得好，局部麻醉，创伤
小，恢复快，费用低，第二天就

可以下床行走。
老郑开始担心转诊不好

开，费用太高，最后听儿子再一
说明，决定自费来郑州治疗。

50分钟微创治疗，缓
解多年腰腿疼痛、麻木症状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经过详细检查后，
老郑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合
并腰椎管狭窄症。

“腰椎管狭窄症多见于中
老年人，是腰腿疼痛、麻木、下
肢行走无力、走不远的常见原
因。”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说，腰椎
管狭窄症是中老年人的常见
病、多发病。在临床中见到最
多的就是继发性的腰椎管狭
窄，主要原因是造成腰椎椎管
壁的结构发生退变、增生，如椎
间盘突出、黄韧带增生肥厚、小
关节增生内聚、腰椎滑脱、椎体
后方骨赘形成等，造成椎管变
得狭小，神经受压而产生腰腿
疼痛症状和大小便异常。典型
症状为间歇性跛行，随着病情
加重，行走距离越来越短，严重
者不能行走或卧床不起。

到郑州的第二天，医生就
给老郑施行了局麻下脊柱内镜
腰4-5椎管狭窄的微创治疗。
仅用50分钟，就治疗结束。老
郑感觉症状明显减轻：“儿子让
我选择省直三院治疗，来值了。”

近几年，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中心门诊每天会
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他
们大多是在当地医院需要做开
放手术，但惧怕风险大，不接
受；年龄大、基础病多、身体不
能耐受；当地医院做过微创治
疗或开放手术不减轻的复杂疑
难病患者。

微创治疗对年龄、身体状
况没有太大限制，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团队重
点研究脊柱微创技术，在国内
率先开展了导航、神经监测下
内窥镜微创治疗颈椎、胸椎、腰
椎技术，临床效果显著，多项技
术填补了国内外微创脊柱技术
领域的空白。目前已完成院内
及院外近两万例脊柱内镜微创
术，也是国内外完成病例数最
多的医院之一，成为国内骨科
界的一张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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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该院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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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诊，共同讨论为患者制订最
佳治疗方案，实现精准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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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喝养生茶已经成
了一种时尚，一小撮枸杞
子、一小把金银花、几片西
洋参……可别小瞧了这养
生茶，它们还有一个名字，
叫“中药代茶饮”，可是不能
乱喝的。

例如，夏季我们常常在
上火时饮用的金银花，它又
名忍冬花、双花，自古被誉
为清热解毒的良药。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着，

“三四月开花，长寸许，一蒂
两花二瓣……花初开者蕊
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
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
映，故呼金银花”，适用于风
热感冒初期，有发热头痛、
心烦失眠、咽喉疼痛等症
状。

金银花的饮用方法非
常简单，取金银花20克，煎
水代茶或者泡茶饮，一泡金

银花可冲2~3次，冲好后趁
热服用即可。

不过，可不是人人都能
饮用金银花，经常腹痛、腹
泻、手脚发凉的人就不宜饮
用。另外，用量也是有限制
的，长期过量饮用金银花茶
容易引起脾胃虚寒、食欲下
降，所以成年人 1 天饮用
400毫升以内为宜，儿童1
天饮用不超过180毫升，连
续饮用不宜超过1周。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
意，最好在正规药房购买金
银花，因为自行在野外采
摘是有风险的。金银花与
葫蔓藤外形、颜色都十分相
近，普通人很难分辨。葫蔓
藤有毒，被称为“断肠草”，
用一两朵花来泡水或者泡
酒喝就足以使人中毒，所以
一定不能食用来历不明的
草药。

7月28日，河南省中医
院西区医院在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正式开诊，这
意味着郑州西区又多了一
家三级综合医院，将极大减
轻高新区群众的就医压力，
高新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省级专家的医疗服务。

“河南省中医院西区医
院是河南省中医院的医疗
延伸点，是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民生工程项目之
一。”河南省中医院院长崔
应麟表示，河南省中医院西
区医院是医院加快发展进
程中打造的又一精品工程，
将依托医院先进的管理模
式，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优秀
的人力资源，打造成为具有
公益性质的中医药特色医

疗机构。
“河南省中医院西区医

院的建立，是郑州高新区深
化医疗体制改革的具体体
现，更是高新区居民的一件
大喜事。”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副局
长闫春英说，医院将在提高
高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质
量、效率和群众满意度等方
面起到推动作用，切实缓解
高新区老百姓“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同时也将充
分发挥其在推动医疗卫生
事业及改善民生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

据悉，开诊当天，河南
省中医院西区医院为高新
区居民发放了3000张共价
值120万元的免费体检卡。

很多人脸上都会有些斑斑
点点，那么，如何区分这些斑
点？这些斑点是否需要去除和
治疗呢？

我们先来看看在人的脸部
常见的一些斑点。

雀斑 一般是由于体质不
同或人体在一些诱导因素下
（如紫外线、内分泌紊乱等）形
成的，其本质是人体黑色素基
因变异或受损导致黑色素沉积
在皮肤基底层。斑的形状不
一，大小不定，种类较多。

痣 可发生于身体任何部
位的皮肤和黏膜，有先天性的，
也有后天性的。其形状为扁平
或略隆起的斑疹或斑丘疹，也
可呈半球状、乳头瘤状或有蒂，
表面光滑，可有或无毛发，数目
可单一、数个至数十个。因痣
细胞内色素种类及含量不同，
痣可呈棕色、褐色、蓝黑色、黑色
或黑褐色，无色素痣多呈皮色。

扁平疣 由人乳头状瘤病
毒（HPV）感染引起，好发于青
少年的病毒感染性疾病。表现
为皮色或粉红色的扁平丘疹，
多见于面部和手背，无明显的
自觉症状，病程慢性。可通过
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传染。病程
呈慢性经过，可持续多年，部分

患者可自行好转。
老年斑 这是老年人的一

种皮肤退行性变，表现为散在
的色素斑片，大小不等，扁平或
稍高于皮面，表面光滑，呈棕褐
色。多见于暴露部位，如面部、
额部、手背等。老年斑中主要是
β-淀粉样蛋白，由淀粉样蛋白
前体水解断裂的片段聚合而成。

对于这些斑斑点点，该如
何预防呢？

“每天来杯番茄汁或胡萝
卜汁，是淡斑的最有效方法。”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针灸科
副主任医师王桂娟说，西红柿
中含有丰富的谷胱甘肽，谷胱
甘肽可抑制黑色素，从而使沉
着的色素减退或消失。胡萝卜
中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不
但可以防止肌肤氧化，阻止肌
肤衰老，帮助肌肤清除多余角
质，胡萝卜素还能在体内转化
成维生素A，而维生素A是一
种很好的淡化斑点的物质，尤
其是对黄褐斑很有效果。

王桂娟介绍说，脸上有不
明显的斑是不需要去除的，可
通过调整饮食，改善生活方式，
不熬夜多休息，做好日常防晒
等，来改善皮肤状态。同时，防
晒是永远要做的功课，日光的

暴晒或X线、紫外线的照射过
多皆可促发斑，并使其加剧。

此外，扁平疣可针灸结合
电离子通过高温直接破坏疣
体，使疣体快速大量脱落，烧灼
可引起炎症反应，增强局部非
特异性的防御作用，释放大量
炎症因子等，能更好地消灭局
部病毒，促进皮肤再生修复。

黄褐斑的产生与角质屏障
受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减少
对护肤品的使用，降低对面部
长斑部位的摩擦，黄褐斑也能
有所消退。所以，如果想要去
黄褐斑，少使用刺激性的护肤
品，尽量减少皮肤的负担，修复
皮肤角质屏障。

有很多人询问黑痣会不会
癌变？王桂娟说，身上的黑痣
不一定会癌变，但是如果发现
黑痣突然长大、凸出、变色都可
能是癌变的前兆，就要引起注
意并及时到医院检查。

脸上的斑斑点点，要不要去除？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郭艺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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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颜色十分相近

别把断肠草当成金银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河南省中医院西区医院
正式开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腰腿疼痛要“开大刀”，却被儿子叫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普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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