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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里，安徽一对父子
先后来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椎间盘中心看病，都是腰腿
疼，麻木、无力,走不远，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儿呢？

父子俩同患腰椎管狭窄

82岁的高老先生半年前
发现右腿不像以前那么有劲儿
了，走500米左右就觉得乏困、
疼痛、麻木，像灌了铅，必须得
停下休息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后来，高老先生连20步都
走不到了，还特别怕冷，总想拿
被子盖着。他先后到多家医院
看病，血管外科、神经内科、风
湿科、骨科……在辗转各个科
室后，被诊断为腰椎管狭窄症。

两个月前，高老先生在儿
子的陪同下，来到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

在门诊，周红刚主任详细
查体、问诊后，结合腰椎CT、核
磁共振片，确诊他患的是腰椎
管狭窄症，可以进行全可视脊
柱内镜微创治疗。

在给高老先生诊断之余，
周红刚主任发现老人50多岁
的儿子走路也有点不正常，经
过检查，他也被诊断为腰椎管
狭窄症。

于是，高老先生的儿子在
父亲出院两个月后，自己也赶
紧来治疗了。

据周红刚主任介绍，腰椎
管狭窄症高发人群是50岁以

上的中老年人，典型症状就是
行走后出现一侧或双侧腰酸、
腰痛、臀部疼、下肢疼痛、酸胀、
麻木、无力，如同灌铅一样，以
至难以继续行走（有患者常常
会说一走路腿就困得不行），但
休息片刻，症状即可缓解或消
失，患者继续行走，上述症状又
会出现，如此情况反复出现。
不过，间歇性跛行的表现可逐
渐加重，即能坚持行走的距离
越来越短，需要休息的时间越
来越长，常表现在步行过程中，
骑车一般不受影响。

“需要提醒的是，腰椎管狭
窄症并不一定是腰疼，腿的感
觉反而更明显。”周红刚主任
说，这种疼痛为酸痛或灼痛，有
的可放射到整个下肢，多为一
侧或双侧，可左、右腿交替出现
症状。病情严重者，可引起大
小便异常，部分患者可出现下
肢肌肉萎缩。

微创治疗让老人获“新生”

“现在腰椎管狭窄症患者
越来越多，每天门诊有80%的
患者都是中老年性腰椎管狭窄
症。”周红刚主任说，椎间盘中
心每周四下午的疑难病例会诊
中，绝大多数也都是50岁以上
甚至不乏90多岁的老年人。

据了解，到该中心就诊的
腰椎管狭窄症患者通常有个共
同点，就是保守治疗方法都尝
试过，反反复复不见效果。

“保守疗法只能暂时缓解

一小部分患者的症状，很大部
分患者需要进一步治疗。”周红
刚主任说，多数腰椎管狭窄患
者都是中老年人，且合并有糖
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
病，加之大多数医院采用的全
麻下减压融合钉棒固定手术患
者身体不能耐受甚至不接受。

周红刚主任说，这个担心
是不必要的。近年来，微创治
疗方法进入脊柱外科领域，局
麻下借助全可视脊柱内镜，医
生通过不到1厘米的小孔可解
决问题，而且恢复快。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团队重点研究微创脊
柱外科技术，在国内率先开展
了内窥镜下颈椎、胸椎、腰椎的
微创治疗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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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孔
镜微创治疗病例，成为国内骨
科界的一张金质名片。

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在该
院郑东院区H座13A楼椎间
盘中心B病区脊柱疑难病会诊
中心，每周四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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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为患者制订最佳治疗
方案，实现精准诊疗。

值班主任 刘同洲 统筹 王芷荭 责编刘静 美编李庆琦

天天健康 AⅠ·21
2019年12月25日星期三

新会陈皮，温香陈和，
药食同源、食养俱佳，是“广
东三宝”之首，有“千年人
参，百年陈皮”之美誉，为历
代名医所推崇。

专家介绍，陈皮有着非
常高的药用功效，它跟不同
食物搭配，还有不同的疗
效。

陈皮+柠檬 经常喝陈
皮柠檬茶可以润肠通便，还
可以预防咽喉问题。

陈皮+梨 止咳化痰，还
可以滋阴润肺。

陈皮+粳米粥 有助胃
肠蠕动，可以有效缓解长期
便秘。

陈皮+蜂蜜 陈皮含有
的橙皮苷可以调节血糖血
脂平衡，跟蜂蜜一起喝能起
到抗炎解毒作用。

陈皮+大枣 陈皮有理
气开胃、治脾胃病的功效。
大枣能滋补脾胃，调和气
血。陈皮和大枣的组合有
益气补脾、健胃消食的作

用。
陈皮+胎菊 胎菊中含

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
素群，配合陈皮食用不仅清
肝明目，还可以改善肝血不
足，改善视力。

陈皮+红豆 陈皮能健
脾理气，能够开胃，适用于
脾胃虚弱、不思饮食、消化
不良。而红豆含有大量的
膳食纤维，促进体内脂肪的
消耗。

陈皮+生姜 陈皮生姜
茶，不仅可以止咳化痰，亦
有预防感冒作用。

陈皮+普洱茶 普洱茶
中含有维生素E、茶多酚、
氨基酸等，而陈皮有维生素
C，具有抗氧化功能，因此陈
皮普洱茶被称为“益寿茶”，
还能去除口腔异味，保护牙
齿。

陈皮虽好，使用时也要
注意适量和适度，过多食用
易损耗元气，并且燥热咳嗽
不宜使用。

腰部及下肢疼痛、麻木、无力,走不远

安徽父子同患病 河南医生解痛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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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这样搭 功效大不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2014年的“冰桶挑战”
让渐冻症这种罕见病走进大
众视野。事实上，罕见病还
有很多种，这些病症往往难
以治愈，由于缺医少药，患
者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近日，“中国罕见病联
盟河南协作组”成立大会暨
学术会议在郑州大学一附
院郑东院区举行，来自全省
11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领
导和专家300余人参加启
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郑大一附
院副院长孙莹璞表示，作为

“中国罕见病联盟河南协作
组”牵头单位，郑大一附院
将充分发挥人才、技术和资
源优势，与协作组核心单位
密切合作，在罕见病防治与
诊疗方面发挥更多作用，担
当更多重任，做出更多贡
献，共同为河南罕见病患者
提供及时、有效、高质量的
健康医疗服务。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谢李广说，一些罕见病患者

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今年，
省卫生健康委部署了我省
罕见病病例登记工作，郑大
一附院牵头登记上报罕见
病病例工作有序推进，为我
省罕见病防控工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谢李广强调，要以此次
“中国罕见病联盟河南协作
组”成立为契机，聚集罕见
病研究人才，建立完善罕见
病协作诊治网络，加强罕见
病基础与临床研究，不断强
化协同创新，进一步提高罕
见病识别、诊断和治疗能
力，为建设健康中原做出新
的贡献。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
义，罕见病为患病人数占总
人口的 0.65‰至 1‰的疾
病。2010年5月，中华医学
会遗传学分会发布的专家
共识中曾明确，患病率低于
1/500000，或新生儿发病率
低于1/10000的疾病，可以
称为中国的罕见病。

种植诉求：50多岁的阿姨
全口牙仅剩下几颗，求助多家
医院无法种植，戴活动假牙严
重不适，导致牙槽骨严重萎
缩。她现在特别想种牙！

解决方案：德方院长为她
设计了德系数字化3D种植方

案，上4颗下4颗植体植入，恢
复全口咀嚼力。

种牙费用：免挂号费、检
查费、5000 元专家手术费、
3000元导板费、加“上4下4
特惠方案”，比传统种植再省
十几万！

“中国罕见病联盟
河南协作组”正式成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曹咏 吴文君

本报联合欣雅美口腔连锁，年终回馈读者

福利：德国ICX植体6折，再送888元种牙红包
只要你是大河报的读者，韩国种植牙首颗免费，全城让利！大河报种牙专线：6579 6286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原本需要近万元的德国种植牙，在欣
雅美只要五千多，韩国种植牙才三四千，真
的很划算……”本报联合欣雅美口腔推出的
特价种植牙回馈读者活动，受到很多读者的
关注！是呀，离过年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了，孝敬父母、老友聚会、饕餮盛宴……怎能
少了一口好牙。

大河报救助缺牙市民热线

0371-6579 6286

感恩答谢节持续到月底！
寻找缺牙市民

1.韩国 NEO 植体新品首
发·大牌体验首颗0元。

2.德国 ICX 种植牙 6 折，
年前发力钜惠。

3.新品首发，到院即可领
888 元种牙红包，还有惊喜伴
手礼！

4.0元挂号、0元德国CT、
0 元丹麦 3D 扫描、0 元韩国专
家手术费、0元数字化导板！

院址：欣雅美口腔 郑州文化
路与双铺路交叉口（公交 86
路/966路/6路/64路）

“真没想到，种一口牙这
么快就好了，不到两个小时！”
阿姨激动不已地感谢德方院
长。德方院长 DR.Schuster
介绍，传统技术需要植入16~

24颗植体，才能恢复全口咀嚼
力，费用至少20万。而采用
德国3D数字化导航种植，只
需2~4颗植体就能完成半口
牙，省钱少遭罪！

50多岁阿姨近全口牙缺失，牙槽骨严重萎缩

“没想到，一次种好全口牙！”
传统种植与数字化种植对决，像绿皮火车与高铁赛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