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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以岭医院

目前! 互联网已经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

具"然而!正因如此!患有颈#

腰椎病的人也日趋增多" 如

何做! 才能保护腰椎不受劳

损$ 为此记者采访了郑州市

中心医院业务副院长王彦军

副主任医师"

王院长说! 长时间维持

一种姿势或重复一种单调的

工作时!腰背肌易出现疲劳#

甚至劳损" 此时宜做些简短

的放松运动" 如长期坐着的

人! 椅子高度以坐上去使膝

关节略高于髋关节为佳 !在

工作半小时到
!

小时之间站

起来活动
"#!$

分钟"而在易

引起下腰痛高发的工作场

合!应尽可能改善工作方式!

降低劳动强度"

据王彦军介绍! 日常生

活中要使脊柱始终处于 %中

立位&!保持脊柱正常的生理

弯曲" 正确的活动姿势不仅

省力!而且还能避免骨关节#

韧带#肌肉的劳损" 腰椎侧弯

或扭转时突然用力是最大的

禁忌! 若必须在这些姿势体

位下用力时应有保护腰椎的

思想准备! 可以使躯干肌先

做必要的收缩! 对脊柱施加

%预应力&!增强其负荷力"

%选择合适的鞋对预防

腰背痛也非常重要! 一般鞋

跟的高度不超过
%&"'(

!如

果下腰痛患者穿高跟鞋 !会

使腰椎前凸增加! 骶骨前倾

角增大! 损害下腰椎的稳定

性!加重疼痛" &王院长提醒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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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通讯员 王建明

小时候我们可能都听

说过人变成石头的民间故

事!但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

一种病能把人变成%石头&!

这就是硬皮病"

来自河南周口的小文!

今年刚好
!"

岁"

!"

岁!对

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

充满幻想 # 充满希望的年

龄!是人生的花季" 但是命

运往往爱捉弄人 ! 遗憾的

是!她没有像同龄的孩子那

样享受花季的浪漫!而是被

这种在医学上称为 %硬皮

病 & 的疾病折磨得几近残

废 !成为人们口中的 %石头

人 &'''周身皮肤变黑 #变

硬 !就像穿了铠甲 (尤其是

面部 #四肢关节 !皮肤都失

去了弹性!紧紧地贴在骨头

上 (眼睛闭合困难 (鼻子变

得小小的 !皮肤很薄 !看上

去就像一个老鹰的鼻子(口

唇也萎缩变薄 ! 嘴也张不

大!牙齿前突#外露!看上去

就像鱼的嘴巴 !张口 #伸舌

十分吃力 !说话 #吃饭都受

到影响(四肢关节中的肘关

节 #膝关节不能伸直 !生活

不能自理"

来到我院后 ! 经检查

发现 ! 小文的皮肤改变既

有硬化期的特征 ! 又有萎

缩期的特点 ! 属中医症候

中的 %肌肤甲错 &!符合 %皮

痹 &的诊断 !即现在所说的

%硬皮病 &" 其主要病机是

%气虚血淤 ! 痰淤痹阻 !肌

肤失养 &!治疗上以 %清血

逐痹&为原则" %清血&即应

用精心研制的中药方剂 !

清除血液中直接引发疾病

的异常免疫复合物 ( %逐

痹 & 即采用通经活络类的

中药 ! 疏通肌肤中痹阻不

通的经络 " 该科医务人员

在临床实践中大胆采用虫

类药物! 配以重剂地龙#山

甲等动物类药物 ! 效宏力

专 !搜剔攻通 !同时还须配

以鹿角胶#阿胶等血肉有情

药物填精养血! 濡润松动!

濡润搜剔相互为用!相得益

彰(充分发挥虫类药攻坚破

积 !软化皮肤的作用 !从而

使皮肤逐渐恢复正常" 经过

精心治疗!半年后小文的病

情逐渐缓解" 目前外出活动

自如! 皮肤也渐渐的软化!

颜色也不那么黑了"

回到故里!亲戚朋友探

望时都惊讶地说 ! 天下真

有神医 !竟然可以把 %石头

人&变回来)

王晓军*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风湿免疫病专业委

员会中青年委员!河北省中

西医结合风湿免疫病专业

委员会委员"石家庄平安医

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

师"河北省名老中医学术经

验继承人# 先后在省级以上

杂志发表论文
!"

余篇 "参

与主编$风湿病中西医结合

诊治问答 %一书 "承担国家

和省级科研课题
#

项# 长期

致力于风湿免疫病的临床

诊治与研究工作"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 擅长中西医

结合治疗硬皮病&系统性红

斑狼疮 &皮肌炎 &干燥综合

征 &白塞氏病 &强直性脊柱

炎&类风湿等危重症与顽固

性患者#

石家庄平安医院地址*

石家庄市仓丰路
#$

号 +火

车站乘
$$

路,

火车站接站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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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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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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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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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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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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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加强手足口病宣

传教育! 提高群众防控意识!

郑州人民医院组织儿科 #眼

科#骨科#心血管内科#脑血管

外科#普胸外科#皮肤科的十

多名专家和
*+

名护士到经三

路明宏社区广场进行义诊"

据了解! 作为郑州市手

足口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的

郑州人民医院 ! 从
*

月
%,

日! 迅速完善并启动收治手

足口病应急预案! 开辟了手

足口病救治绿色通道" 医院

抽调
-

名医生#

%!

名护士在

老病房楼
*

楼组建手足口病

病区 !开设床位
%.

张 #重症

监护室
%

间( 在门诊设立预

检分诊台! 在院内设立醒目

的就诊指示标识! 疑似病例

由导诊护士陪同至感染性疾

病科治疗( 医务科及时印发

了新版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

完善了专家日会诊制度和重

症患儿转诊制度( 预防保健

科安排专人负责疫情的报告

管理! 规范手足口病报卡流

程和标本的留取#存放制度!

杜绝漏报#迟报#错报#谎报"

+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

通讯员 于莉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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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人民医院

为进一步减轻病人负

担! 满足低收入人群和因病

致贫群众的住院需求! 省精

神病医院近日出台了 -减免

部分精神病人住院医疗费方

案+试行,.!对符合有关规定

的患者实行大幅度优惠"

方案规定减免人群的范

围为* 具有河南省户籍的城

乡居民#

%++-

年在该院住院

治疗发生费用的重性精神病

患者+包括精神分裂症#情感

性障碍#癫痫致精神障碍#偏

执型精神病等,!不含重性精

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已减免

医疗费的患者"方案中规定!

对持有河南省民政厅监制 #

县 +区, 级民政部门发放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领取证.和-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金领取证. 家庭的住

院患者! 当年首次住院的减

免医疗费的
%+/

且减免额不

超过
!+++

元" 参加城市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 +以下简称 %参保参

合 &,的患者 !在减免检查检

验费
!+/

的基础上! 再减免

医疗费
.++

元"

+秦步盘,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345 6789:

乳腺是女性身体的重要

器官!它不仅具有分泌乳汁

哺育下一代的功能 !还是保

持女性形体美所不可少的

第二性征! 然而女人一生 !

总是有各种乳腺疾病悄悄

袭来 ! 并且发病率以每年

0/

的速度递增
1

跃居成为女

性健康第一杀手"

郑州华山医院独家引进

国际尖端技术 %六联一体多

维全息综合疗法 &! 在治疗

乳腺增生#乳腺癌方面取得

独特效果 " 该疗法将 %基因

靶向离子导入 #磁热散结疗

法 # 中西医结合周期疗法 #

内分泌疗法 # 免疫疗法 #微

创手术疗法 &六种方法有机

结合起来 !六大疗法相互维

系 !根据不同病人不同病因

取长补短 !实行最有效可行

的方法 !达到人体内外信息

反应平衡轻松解除乳腺炎 #

乳腺增生 #乳腺囊肿 #乳腺

肿瘤等困扰"

2

黄红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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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山医院

.

月
%*

日" 在开封市第一人民

医院康复科的病房里 "

%4

岁的康复

科医生李莉莉和遭遇车祸后四肢瘫

痪尚处于康复治疗期的
%"

岁的病人

米华共同庆祝生日#

据了解 "

%++0

年
-

月
!0

日 "怀

孕
"

个月的米华被一酒后驾车者撞

伤头部"导致其进入植物人状态# 而

后"米华在该院康复科李莉莉的精心

护理下"于
!!

月
4

日"早产顺产生下

健康的双胞胎女儿#

+王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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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至
*+

日是我国第十一个护

足周!%中国护足周& 由中华医学会皮肤性

病学分会倡导并发起!从老百姓熟悉的%脚

气#灰指甲&做起!将医学真菌知识深入传

播到广大群众中"本届护足周以%规范治疗

足病皮肤病!重获健康自信&为主题"

纠正足部疾病认识误区

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李振鲁

介绍!足部皮肤病以足癣最为常见!由于

不影响正常生活! 不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很多认识和治疗误区"最常见的误区是

几乎所有群众只要脚部有皮肤病!都认为

是足癣!随便到街上买些药物涂抹" 其次

是治疗不规范!很多人用药后感觉皮肤光

滑没有症状就自行停药"因为皮肤代谢周

期为
%0

天左右! 治疗足癣用药应在一个

月以上才能彻底治愈" 三是足癣治愈后!

要毫不怜惜地将鞋袜扔掉"

足部疾患规范治疗是关键

郑州大学一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于

建斌教授介绍!真菌感染性皮肤病在临床

非常常见!正确诊断非常重要!建议患者

到正规医院做相关检查!确诊后用药" 在

治疗真菌性皮肤病的过程中!坚持规范治

疗是确保疗效的重要因素" 由于有些患者

服药后症状稍微缓解!就马上停药!这就

导致了这一类疾病在治疗过程中的高复

发率" 过敏性疾病是皮肤科的常见疾病!

但其病因复杂!容易反复!抗组胺药物应

用配合外用制剂治疗非常重要" 此外!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各种刺激及过敏

原!保护好自己的皮肤也至关重要" 郑大

一附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李小红告诉记者!

该院将为广大患者提供甲真菌病#手足癣

以及皮炎湿疹# 荨麻疹等相关疾病知识!

帮助患者认识到选择专业的治疗并坚持

规范疗程是成功治疗的关键"

7C+Q:RRRST=UFGVW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春季是精神病的易发

期!每年的这个时节!大大

小小医院的精神科都是人

满为患"

俗话说 %油菜花黄!精

神发狂&"有医学资料表明!

每年
*

至
"

月份!是人情绪

最差# 最不稳定的季节!也

是精神病复发率极高的时

期" 据有关统计!该时段精

神病的复发率约占全年复

发率的
,+/

!而油菜花飘香

的四五月份则是精神病发

作的高峰期"

为什么春天是精神病

的高发季节呢$

专家解释称因为春季

的日照和气温变化较频繁!

这种外在的变化很容易影

响人的情绪"春天气温逐渐

回暖!人体新陈代谢开始进

入旺盛期!很容易引起内分

泌失调!进而导致心理疾病

的发作"我们平常可能也有

这种感觉*天气热时感觉精

神疲惫!脾气也大(而天气

阴沉时感觉心情压抑"气候

的变化较大程度上影响着

我们的情绪"气候变化是精

神病发作的主要诱因"

人们常说精神病%根本

治不好&! 意思是精神病容

易反复发作! 难以彻底治

愈"其实!如果及早发现!及

时治疗!精神病还是有完全

治愈的可能的"

对于精神病的防治!专

家指出! 可以采用药物治

疗#心理治疗并对患者进行

积极地行为引导"患者应积

极配合医生治疗!饮食方面

要注意营养!不宜食用刺激

性食物!忌烟忌酒(自身应

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提高

自身身体素质(正确对待自

己的疾病和处理好周围的

人际关系!改变自身性格和

人生态度"一旦有负面情绪

出现!医生和家属要对患者

进行积极地行为引导!让其

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

(汪军强'

XYZ[\]^_'`

我叫李爱梅!女!今年
.0

岁!是来自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永丰农场的一名肾

病患者"

%++4

年!我不幸得了肾病!当时

我头晕恶心#双侧眼睑浮肿#尿中泡沫增

多#全身乏力#精神不佳" 起初我根本没

把这当回事!只当是劳累!休息几日就好

了" 但事实上并不是我想的那样!浮肿逐

渐加重!身体乏力症状越来越明显!后来

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当地人民医院就诊 !

医生说我得了 %肾炎 &!并告诉我说这个

病不好治!有可能发展成为%尿毒症&!我

当时吓懵了!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太不

公平了) 后来遇见一位好心人介绍说河

南省有一家同济肾病医院专治肾病 !疗

效特别显著 !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于

%++0

年
.

月份来到了这家医院" 刚进医

院! 我立刻就被工作人员良好的医德及

热情的服务所打动" 入院后通过医生检

查!

567%8 19:; <

! 我的肾功能已经开始

受损了" 祝大夫立即给我制订了治疗方

案!大约通过十天的治疗!我感觉身体开

始发热!随后浮肿消退了!而且身体开始

感觉有力了! 这才相信选择河南同济肾

病医院是正确的! 对自己的康复充满了

信心" 通过
%+

天的住院治疗!主管大夫

的讲解及我的亲身体会! 我对自己的病

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被这里的医护人员照顾得无微不

至!病情很快得到了好转!化验结果由原

来的尿蛋白 %

888

& 变为 %

8

&! 尿潜血

%

888

&变为%

8

&!到
"

月份!我高兴的出院

了!这里的医护人员把我送到了车站" 回

家后又继续巩固治疗! 经过半年的时间!

身体不适症状完全消失!最后复查结果是

=>**0 ? @1A=B"&"(7: ? @1CDE>04F(7: G @1

A

超检查双肾恢复正常" 我现在身体已经

康复!精神倍增!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

河南同济肾病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你们的医德使我敬佩!你们的热情让

我感动!你们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

称赞!衷心地感谢你们)最后!希望更多的

肾病患者早日摆脱痛苦的折磨!祝愿河南

同济医院像展翅的雄鹰一样!越飞越高)

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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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费电话*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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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国家中医重点专科'''河北

以岭医院肌萎缩科走访时! 一位来自辽

宁省的运动神经元病女性患者向笔者介

绍!她于两年前得了运动神经元病!开始

只是表现为构音障碍! 后来逐渐发展为

双手肌肉萎缩 #四肢无力 #肌跳 #下肢僵

硬#行走不利!被医院诊断为运动神经元

病后 !虽经多家医院治疗 !但均无疗效 "

今年
*

月!她来到了河北以岭医院求治"

经脊髓核磁和肌电图检查被确诊为运动

神经元病后!肌萎缩科经过精心准备!于

.

月
%+

日为她进行了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移植结合中药制剂 +该制剂为肌萎缩科

从奇经八脉论治的新观点和%扶元起萎!

养荣生肌& 的治疗原则而研制的系列制

剂,治疗" 结果术后仅仅
*

天!肌跳症状

就已消失!下肢僵硬症状明显改善!说话

吐字也较以前清楚多了"

据负责治疗的专家介绍! 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移植术是一种将现代分子生物

学和现代器官移植相结合的世界先进水

平的新技术" 这种新技术就是从脐带中

分离和培养扩增的间充质干细胞! 静脉

点滴或注射入脊髓通过它的定向分化和

自我复制#增殖!替代已损伤或病变的运

动神经元细胞! 从而恢复运动神经元功

能!促进身体康复"

据悉! 运动神经元病是一种进行性

发展的疑难病症!因无理想治疗方法!随

着病情的发展患者一般在
*Q"

年内就面

临生命危险" 为攻克这一疾病!此前河北

以岭医院肌萎缩专科曾创新性地开展了

中药结合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 中药结

合胚胎干细胞移植新技术! 均取得了一

定效果" 这次开展的中药结合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移植术!经临床观察显示!比上

述两种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 从而

为该病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更加有效的

治疗途径"

咨询电话*

$*!!<0*0*..$0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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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膝关节病
0

年 !每年

到医院抽取积液 ! 打封闭

4<,

次 !诊断为膝关节退行

性变骨质增生# 滑膜炎#半

月板损伤 #髌骨软化 #积水

肿胀#蹲不下伴有%咯吱&响

声 !行走困难 !医生建议动

手术//听朋友说%追风活

血膏 &疗效神奇 !他当天买

了
!+

盒 ! 帖敷当晚感觉很

舒服!

,

天症状减轻 !

*

个疗

程就好了)

%追风活血膏 &是国家

药监局批准!经多家三甲级

权威医院临床验证!运用生

物萃取技术!精制而成的特

批国药准字黑膏药!被载入

-中国药典.!专治膝关节退

行性变骨质增生 # 滑膜炎 #

半月板损伤 # 髌骨软化 !营

养修复软骨 " 一般
!%

小时

见效 !对中 #重度患者有奇

效) 国药准字*

S%*+%++.,

"

骨关节疾病一定要治

疗 !首选国药准字 !一夜显

奇效)

!

个疗程
!0

天!需
4&

!%

盒!

%&.

个疗程康复"

.

月

%0

日
&"

月
"

日!买
!+

送
*

!

买
%+

送
-

" 试用三盒!无效

退药退款 " 急重症患者 !携

带身份证或病历可免费试

用两次 " 外地免费邮寄 !药

到付款" +

;

,

骨病热线*

+*,!&44+,"*--

地址*茂源堂大药房+大

学路河医门诊楼正对面,

牙齿中间空洞的部分称为牙髓的软

组织#空洞上部宽阔"称为牙髓腔"下部有

管状的根管"由之导出牙神经和营养神经

的血管#牙髓发生感染"会造成疼痛&颌骨

感染"最终牙齿因为牙神经的死亡而变得

脆弱#

根管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停止炎症的

发展"防止感染蔓延"减轻患者的痛苦"尽

可能保存患牙"避免牙齿拔除"消除口腔

内的感染病灶" 最终重建患牙的健康"使

牙齿以一种良好的状态在口腔中继续发

挥功能#

郑州市口腔医院牙体科王宏峰主任

介绍"现代根管治疗术是采用机用马达带

动镍钛合金锉"同时采用热牙胶技术改善

根尖封闭"有效避免以往根管治疗的弊端

及后遗症"改善根尖封闭的效果"节约患

者的就医时间"大大提高根管治疗术的远

期疗效#

临床报告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在
-+/

以上"是目前保存患牙最好的治疗方法#

.

月
%"

日"郑州市医院管理协会口腔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
%++-

年度修复&牙体牙髓技术新

进展学术会在郑州市口腔医院召开# 来自全省
*++

多名口腔科大夫参加了会议# 全国知名口腔科专家对

临床疑难病例&修复&牙体牙髓技术新进展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和交流# 专家提出)))

!"#$%&'

!

李冰

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

久治不愈怎么办$

0易骨贴 1根据 -华佗神

医密传. 结合祖传秘方精制

而成! 专治久治不愈的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被誉为治

疗骨病的中药手术刀! 解决

了药物无法进入椎间盘及骨

刺内部的医学难题!使用
*="

天下列症状可明显减轻 *头

晕#颈背酸痛#手麻+颈椎 ,(

腰痛#坐骨痛#下肢疼痛麻木

+腰椎,!

!

个疗程症状消失!

%=*

个疗程康复" +

>

,

专卖* 大学路河医门诊

对面仟禧堂
!%*

店 +转盘南

!++

米,

电话*

+*,!#444-0-%*

4*+"4+-4

全省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医卫快讯

相关链接!

本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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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平安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 王晓军

科普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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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示

时令关怀

河北以岭医院开辟治疗运动神经元病新途径

!"#$% &'()*+,

根管预备技术更新"患牙治疗更完美

健康的牙齿是完整无缺的!而一旦患

有龋齿+虫牙,牙齿就会缺损!对牙齿病变

严重已经波及牙髓甚至是根尖周组织的

患牙!就必须采取去除牙髓的方法来保存

牙齿"

根管治疗术是目前国际上治疗牙髓病

和根尖周病的主要方法" 它是将全部牙髓

摘除并进行根管预备后! 用专用的根管填

充材料严密充填根管!以保存患牙的方法"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

腔特需科主任徐晓教授特别强调! 根管治

疗术中的第一步根管预备好比建房子打地

基!第一步做不好!其他的就无从谈起"

徐晓教授推荐在根管预备时采用逐步

深入法+冠向下法,制作弧形锥洞+根尖保

持原来的状况,! 采用涂有
ETU>

鳌合剂

镍钛合金的扩大针! 机扩和手扩相结合分

三步完成根管预备! 每做根管总长度的三

分之一!就冲洗残屑一次!有效避免以往根

管治疗的弊端及后遗症"

重度磨耗牙咬合重建"助牙#长高$恢

复功能

生活中!由于工作压力大#不良咬合习

惯以及饮食# 胃酸返流对牙齿的腐蚀等原

因! 造成牙齿重度磨耗伴牙列缺损的现象

越来越多!牙釉质被过分地磨损!使得下面

的牙本质暴露出来!对冷#热#酸#甜等化学

刺激或硬物等物理刺激感到过敏! 引起酸

痛(严重一些的可造成牙髓炎#咬合创伤#

牙周组织损害等!因此!重度磨耗牙不仅不

美观!还影响咀嚼功能"

郑州市口腔医院修复科主任刘党利

说! 重度磨耗造成低位咬合! 引起髁突后

移!使有关肌肉失去正常张力!下颌的位置

发生变化!产生颞颌关节功能紊乱综合征!

关节会出现疼痛#弹响!同时给义齿修复带

来很大困难" 目前普遍采用在口腔内制作

颌垫加覆盖义齿的修复方法!抬高咬合!恢

复正常的垂直距离"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修复教研室主任

王贻宁教授介绍! 对于重度磨耗很不容易

修复的牙齿! 可与牙周外科的牙冠延长术

相结合!延长重度磨耗牙的牙冠!保证修复

体有足够的固定位置!完成咬合重建"

肾病之窗

院河

南

同
济 肾

病

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