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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吴金泽）
近日， 长沙市民黄奶奶在孙子
上学的校门口突发急性脑梗 ，
中风了， 被路过的中南大学湘
雅三医院神经内科护士胡铃识
别病情后， 紧急送往该院抢救。
目前， 黄奶奶恢复良好。

黄奶奶回忆， 那天她一如
往常地送孙子去上学， 刚到校
门口， 突然感觉一侧手脚动弹
不了， 摔倒在地， 她想大声呼
救， 却发现连话也说不清。 就
在这时， 附近湘雅三医院神经

内科的护士胡铃恰巧路过， 她
迅速判断黄奶奶是中风了， 立
马通过老太太的手机联系到了
家属并将其送往该院急救。

接诊的神经内科急诊医生结
合黄奶奶既往 “风心病、 房颤”
病史， 初步判断为大血管栓塞，
立即启动了 “急性脑卒中绿色通
道”。 因黄奶奶长期服用抗凝药物
无法静脉溶栓， 她被紧急送往手
术室通过神经介入技术急诊血管
内取栓。 术后黄奶奶肌力即刻恢
复， 脑中风就这样被化解了。

】【

■门诊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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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岁的刘奶奶， 因患椎间盘突出
症， 只要站或坐久一点就出现严重腰
痛， 在多家医院诊治后均建议其手术
治疗。 可对开放性手术的惧怕和 12
万元的高昂手术费用让刘奶奶望而却
步。 通过多方打听， 刘奶奶找到了湖
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骨伤二科
主任吴官保， 吴官保为其采用了恢复
快、 出血少的经皮椎弓根螺钉系统进
行微创治疗， 1 个多小时手术即解决
了困扰刘奶奶多年的 “顽疾 ”。 5 天
后 ， 刘奶奶顺利下地行走 ， 康复出
院。 寻求 “性价比” 高治疗方式， 是
身为该院骨伤二科主任、 湖南中医药
学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吴官保
多年来的行医特色， 而这样的特色尤
其在高发性疾病———腰椎间盘突出症
上运用广泛。

“我们说， 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
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 这一点都不为
过。” 吴官保介绍， 随着生活环境的
改变， 长期的持续的体力劳作减少，
加上人们普遍忽略体育锻炼， 因久坐
久站导致的腰椎间盘退行性疾病增
加 ，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腰椎间盘突
出 ， 占所有腰椎间盘退行性疾病的
5%， 普通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 40%。
腰椎间盘突出症典型的发病症状就
是 “腰痛”， 而跟因为劳累或者意外
伤害导致的腰痛不同， 因椎间盘突出

导致的腰痛将几年甚至数十年间反
复、 长期发作， 且该病病程呈现渐进
式， 发作密度及强度随着病情的加重
越来越大， 最严重的可导致无法独立
行走。

椎间盘突出症状相似， 但在吴官
保看来， 其治疗方式却大相径庭。 针
对每个不同的 “目标患者”， 吴官保都
制定了不同的治疗方案， 意图将患者
的治疗伤害降到最低， 让治疗效果达
到最高。 除针对像刘奶奶一样腰椎失
稳， 无法久坐久站但没有下肢症状的
高龄患者采用的经皮椎弓根螺钉系统
进行椎间盘治疗外， 针对初次出现腰
痛症状、 未出现腿痛腿麻的患者， 吴
官保则采取牵引、 理疗、 针灸等保守
治疗方式， 同时佐以中医中药治疗方
可显著减少椎间盘突出发病的次数；
对于没有腿痛腿麻症状， 但每年腰痛
发作在三次以上的患者则通常考虑采
用等离子射频消融、 臭氧治疗等微创
手术进行瘢痕修复； 对于有腿痛腿麻
但年龄轻、 病情单一的患者及老年不
能耐受大型手术的患者则建议其进行
椎间盘孔镜系统进行微创摘除。

“站如松、 坐如钟、 卧如弓” 这
是预防椎间盘突出的 “九字决”。 吴官
保解释， 长期坚持这 “九字决”， 就能
让我们的椎间盘得到好的休息， 预防
椎间盘突出的发生。

中 医 人风采
高“性价比”专家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骨伤二科主任吴官保

������蒋明辉介绍， 骨质疏松症是以
骨组织显微结构受损， 骨矿成分和
骨基质等比例不断减少， 骨质变薄，
骨小梁数量减少， 骨脆性增加和骨
折危险度升高的一种全身骨代谢障
碍的疾病。 本病常见于老年人 （及
绝经后女性）， 但各年龄时期均可发
病。 骨质疏松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
性两类。 原发性骨质疏松系指不伴
引起本病的其他疾患； 继发性骨质
疏松则是由于各种全身性或内分泌
代谢性疾病引起的骨组织量减少。

“疼痛是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最
常见的症状， 以腰背痛多见， 占疼
痛患者中的 70%-80%。” 蒋明辉说，

坐位时疼痛减轻， 直立时后伸或久
立、 久坐时疼痛加剧， 日间疼痛轻，
夜间和清晨醒来时加重， 弯腰、 肌
肉运动 、 咳嗽 、 大便用力时加重 。
而身长缩短、 驼背， 多在疼痛后出
现。 脊椎椎体前部几乎多为松质骨
组成， 而且此部位是身体的支柱 ，
负重量大， 容易压缩变形， 使脊椎
前倾， 背曲加剧， 形成驼背， 随着
年龄增长， 骨质疏松加重， 驼背曲
度加大， 致使膝关节挛拘显著。

饮酒过多， 吃大量高蛋白高盐
食物， 吸烟， 缺乏锻炼， 很少晒太
阳， 常喝咖啡、 茶、 可乐等都可导致
骨质疏松。 “适量运动， 尤其是户外

运动可预防骨质疏松。” 蒋明辉解释，
运动可以改善骨骼的血液供应， 增加
骨密度， 应选择力所能及的运动方式
如慢跑、 散步和太极拳。 骨折刚愈者
更应注意活动， 以免导致废用性骨质
疏松。 其次， 多吃含钙丰富的食品。
牛奶及奶制品含钙较多； 鱼、 鸡、 牛
肉蛋白质含量丰富； 绿色蔬菜钙质含
量也较多； 豆类及豆制食品含有大量
的钙质， 可多食用。

他还提醒， 预防骨质疏松要多
晒太阳 ， 强化骨质 。 每日至少有
15-60 分钟的户外活动， 晒太阳以
增进体内维生素 D， 可以帮助体内
钙的吸收， 强化骨质。

�������6 月 21 日，在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邀请下，长沙市妇幼保健院急诊
科主任胡尔林走进麓谷金色童年幼儿园开展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 图为胡尔林邀请学生体验
急救的实践操作。 通讯员 聂鑫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邓梦玲 通
讯员 秦璐） 艾灸和敷贴是长沙
市民比较喜爱的治疗保健方式。
前不久， 左侧偏瘫的黄阿姨却
因自行贴艾贴， 导致肢体多处
烫伤而入住长沙市中心医院。

6 月 27 日， 记者在该院康
复医学科见到了年近六旬的黄
阿姨， 她告诉记者自己 4 年前
因中风遗留了左侧肢体偏瘫 。
前段时间， 妹妹听朋友说贴艾
贴可以促进偏瘫肢体康复， 就
网购了几盒艾贴给她。 黄阿姨
每天晚上睡觉前将艾贴贴在左
侧肢体的各穴位上， 连续使用
十天后， 竟发生多处烫伤， 被
诊断为全身多处低温烫伤。

该科主治医师王井泉介绍，
低热烫伤是指 50℃左右的温度
在人体局部作用时间过长， 致
使热力慢慢渗入皮下软组织而
引起的烫伤。 自行艾灸非常容
易引起低温烫伤， 特别是老人
和肢体功能障碍者， 由于他们
对温度和疼痛的感觉变得迟钝，
因此更难及时发现皮肤是否已
被烫伤。 而敷贴药方大部分会
用到生姜、 肉桂、 白芥子、 麻
黄等中药材， 这些药物对皮肤
有一定刺激性， 可引发红肿痒
痛或者水疱、 溃烂。

本报记者 邓梦玲 通讯员 唐梦辉 王泽芳

�������相关数据显示， 全世界每 3 秒钟会发生一起骨质疏松性骨折， 但是骨质疏松症的治疗率低，
只有 10%患有脆性骨折的老年女性实际接受了骨质疏松的治疗。 那么， 怎么做才能预防和减少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 近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蒋明辉进行了详细解读。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蓉荣） 6
月 20 日， 患肝胆管结石的周大
爷， 终于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胆道
外二科解决了这个令他痛苦多
年的麻烦。

据了解， 今年 74 岁的周大
爷是长沙人， 他在 34 岁就被查
出患肝胆结石， 其后 40 年间，
一直被结石病困扰， 也曾在其
他医院进行过 4 次开腹手术， 吃
足了苦， 但病情总是反反复复，
肚子上都是疤。 3 个月前， 他吃
了一只烧鸡后人又不舒服了 ，

肚子疼脑袋发热， 家里人赶紧将
其送到了该院。

该科主任汪新天介绍， 周大
爷腹壁有巨大切口疝， 切口不易
处理， 且因多次手术， 腹腔内粘
连重； 另一方面他年龄大， 身体
难耐手术， 并有淤胆性肝硬化，
手术必须格外谨慎。 汪新天带领
科室骨干详细制定微创经皮肝胆
管穿刺碎石取石术 （PTCSL） 手
术方案后， 仅用 2 个 2 厘米的微
创小洞就攻坚克难完成了手术。
目前， 周大爷预后良好。

健康讲座进幼儿园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夏爱民

当心骨质疏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