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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脊柱病患者越
来越多，在门诊很多看病的
患者有疑问：颈椎病、腰椎间
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遗传吗？

专家说，脊柱疾病有一
定遗传性，但不是父辈发病
子辈一定发病，只是子辈发
病的几率高些。这是由于腰
椎的骨密度，腰椎结构的合
理性、牢固程度，软组织的柔
韧性等方面有遗传性，如腰
椎隐裂、椎弓崩解、骶椎腰化
等遗传性特别强，这些结构
的异常势必造成功能的减
弱。如果不注意保护，在日
常生活中过度劳累、过度用
力，就容易发生颈椎病、腰椎
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而
且症状相似。脊柱类疾病不
但遗传子女，因生活习惯影
响，夫妻间也会“传染”！

脊柱疾病
在夫妻间“传染”

去年6月清丰县65岁的
党大爷，连续20天干农活后
出现右下肢无力，且感觉颈
肩部疼痛放射到上肢，胳膊
有时会出现麻木感觉，手指
动作不太灵活，腿有发凉、发

沉感觉。胸部有束带感，脚
下总有种踩棉花的感觉，严
重影响生活。因为党大爷有
严重的脑梗塞、冠心病，看了
多家医院都说不能治疗，担
心传统全麻开放手术风险太
大，最后经当地医院的医生
介绍，找到了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周红刚
主任。

周红刚主任仔细询问病
史，结合症状、细致体格检查
和影像学片子，发现党大爷
的症状不单是颈椎引起的，
颈椎、胸椎、腰椎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退变。根据老人的描
述，考虑很可能是颈椎和胸
椎引起的。周红刚主任说：

“由于党大爷的颈椎、胸椎都
存在问题，并且多节段狭窄，
考虑到他同时有脑梗后遗
症、冠心病，身体不能耐受传
统全麻开放手术，团队决定
分次进行导航引导下局麻脊
柱内镜微创治疗，先用微创
治疗颈椎管狭窄，过两天再
微创治疗胸椎管狭窄。”

与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
后，第二天，专家为老人进行
了局麻下颈椎微创治疗。治
疗结束后，党大爷下肢麻木
感减轻不少。过了两天，专
家又为党大爷进行了胸椎微
创治疗，术后症状明显减轻。

近10个月后，党大爷的
老伴佀阿姨也出现颈部酸
困、疼痛麻木不适，并向双手
桡侧3指放射，以左上肢为
主，低头及仰头时加重，活动

受限，严重影响到生活。在
当地保守治疗2个月效果不
明显，党大爷就带佀阿姨找
到周红刚主任。根据老人的
叙述，结合查体和影像学片
子，周主任诊断佀阿姨颈椎
压迫较为严重，伴有高血压，
决定进行颈后路宽通道减压
微创术，最大限度保留或重
建颈椎功能。患者术后明显
感觉酸困、麻木症状减轻。

微创脊柱内镜
拒绝过度医疗

现在脊柱疾病患者越来
越多，且病情越来越复杂。
在当前主流的脊柱内窥镜微
创技术成熟前，脊柱疾病患
者大多只能选择传统全麻开
放手术，这对患者来说接受
程度较难，尤其是合并有多
种基础疾病者，风险还很大。

随着微创技术的迅速发
展，绿色原生态疗法——微
创脊柱内镜逐步发展，其最
大特点就是拒绝放植入物、
拒绝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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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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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脉瓣是位于左心室
与主动脉间的“一扇门”，正
常成人瓣口面积3~4平方厘
米，正常情况下，血液只能由
左心室进入主动脉。主动脉
瓣狭窄，是主动脉瓣这扇门
面积减小，血液由左心室进
入主动脉时受阻，导致心衰、
心律失常，甚至猝死等。

过去，主动脉瓣狭窄只
能进行心脏外科手术，创伤
较大且恢复时间长，部分需
要治疗的老年人因不能耐受
手术，不得不选择药物治疗，
效果差。如今这种状况正在
改变，对于不能耐受外科手
术的主动脉瓣狭窄患者也能
内科介入治疗——经导管主
动脉瓣置入术（TAVI）。

近日，我们科室就收治
了一例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成
功经内科介入治疗的患者。

患者为82 岁女性，高血
压病史多年，未规律用药及
监测血压，半年前出现活动
后胸痛、胸闷，休息可缓解，
不影响进食、休息，因而未在
意。随后病情逐渐加重，有

时静息状态下亦出现胸痛，
有时心慌明显，近一个月双
下肢轻度水肿，间断出现夜
里明显憋闷感，影响休息。

入院后，心脏听诊可闻
及明显杂音；彩超提示主动
脉瓣重度狭窄、左心室增大；
心电图提示心脏缺血明显，
心跳较快；抽血化验提示严
重心衰，立即给予降低心室
率、利尿等对症治疗。次日，
患者症状有一定程度缓解。
考虑其有明显心绞痛症状，
随后安排冠脉造影，结果显
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狭窄。
我们考虑，其心绞痛与主动
脉瓣狭窄有关。随后几日的
药物治疗却不尽如人意，患
者仍间断出现胸痛、胸闷。

这也在意料之中。主动
脉瓣重度狭窄患者如狭窄不
解除，相关症状难以控制。

请来心脏外科大夫会
诊，考虑患者年龄太大，外科
手术风险很高，不建议首选
外科换瓣治疗。此种情形
下，我们请心内科TAVI团队
会诊。在充分评估完患者病

情后，他们认为可进行TAVI
介入治疗。

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
TAVI介入术如期进行，患者
平安顺利地度过了手术。术
后患者虽短暂出现心衰及心
律失常，但经积极治疗，心衰
明显改善、心律失常消失。
一周后，患者平安出院。患
者病情得到满意控制，至今
未再发作胸痛、胸闷。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
（TAVI）是通过股动脉送入
介入导管，将人工心脏瓣膜
输送至主动脉瓣区打开，从
而完成人工瓣膜置入，恢复
瓣膜功能。手术无需开胸，
因而创伤小、术后恢复快。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
会，老年退行性主动脉瓣狭
窄患者会越来越多。部分患
者可能不需要手术治疗，而
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相当
一部分不能耐受外科手术，
这种情形下，TAVI手术无疑
是治疗首选。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
都要喝水，如果在喝水时能加
点健康、养生的东西，岂不更
好。现代人经常面对手机、电
脑，用眼过度，长此以往，有损
视力。枸杞菊花茶，养肝、清
肝、明目，不失为好选择。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菊
花“味甘、性平”具有散风热、平
肝明目之功效。

现代药理表明，菊花里含
有丰富的维生素A，是维护眼
睛健康的重要物质。

菊花茶能让人头脑清醒、
双目明亮，特别是对肝火旺、用
眼过度导致的双眼干涩有较好
疗效，常觉眼睛干涩的电脑族
也可以多喝些菊花茶。

枸杞能养阴补血、益精明
目。《药性论》载：“补益精诸不
足……明目安神。”现代研究证

实，枸杞有降血糖的作用，能降
低血中胆固醇，阻止动脉粥样
硬化的形成。枸杞子含有丰富
的胡萝卜素、维生素、钙、铁等
眼睛所必需的营养，俗称“明眼
子”。历代医家治疗肝血不足、
肾阴亏虚引起的视物昏花和夜
盲症，经常使用枸杞。

枸杞搭配菊花，一清一补，
标本兼顾，对用眼过度的人群
非常适用。

枸杞菊花茶的冲泡方法：
枸杞子10克，菊花8朵。开水
冲泡，加盖闷5分钟后即可品
饮，清香甘甜，明目养肝。

需要注意的是，枸杞子以
宁夏中宁出产的为地道枸杞，
菊花以安徽黄山贡菊为地道
菊花，选择透明玻璃壶、杯子比
较清爽悦目，加入冰糖，口感更
佳。

“您这么大年纪了，身体保
养得还不错，要继续保持啊。”5
月12日，来自河南中医一附院
心内科的朱翠玲专家团队，走
进荥阳祥和瑞乐养老院，为这
里的老人义诊并检查身体。

据介绍，在该院入住的老
人中，年龄最大的95岁，最年
轻的也已年届八旬。除了常规
的身体检查、慢性病用药指导
之外，专家团队还施用中医疗
法，为老人解决疼痛等问题。

“接受义诊的老人主要病
种还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
等常见病。”朱翠玲教授说，与

住院患者不同，养老院的老人
大部分还是以慢性病为主，以
及脑卒中后遗症、颈肩腰腿疼
等常见病。

临床上，不少独居老人因
为心理问题，极易诱发各种身
心疾病。而养老院相对社区活
动较丰富，同龄人在一起交流，
缓解了老人的焦虑和抑郁情
绪，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因
此专家特别强调了心态对健康
的影响。“确保老年人心理健
康，既有利他们的身体健康，也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朱翠
玲说。

上下肢疼痛、麻木、无力、走不远——

老夫妻相继出现椎管狭窄
大河

枸杞菊花茶 时尚又养生

李凌 谈

老年人主动脉瓣狭窄可介入治疗

\简\讯\
看骨病，找喜海。近日，张

氏中医馆与河南喜海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在郑州市迎宾路联合
举办了开业3周年庆典。张氏
六代传人张喜海采用内病外

治、中药热敷的方法，让很多骨
病患者获益。同时，张氏中医
馆与郑州喜海骨伤病医院、重
庆康珍保宜商贸有限公司结成
了战略合作伙伴，为公众健康
保驾护航。 记者 林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中医专家义诊 走进养老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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