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胡斌) 近
日， 益阳市中心医院顺利完成
益阳市第二例颈椎微创经皮内
窥镜下椎间盘摘除术。 术后患
者麻木和疼痛即刻缓解， 术后
三天疼痛麻木完全消失。

46 岁的欧女士 6 个月前出
现无明显诱因的左上肢麻木疼
痛难忍， 无法入睡。 稍微活动

左手就麻木疼痛加重， 被诊断
为颈椎间盘突出。

在该院骨外科主任刘建纯、
副主任郭乐斌的指导下， 骨外
科微创团队为欧女士进行了颈
椎微创经皮内窥镜下椎间盘摘
除术。 手术全程在 C 臂机监控
下完成， 通过显示器放大术区
操作空间， 保证手术安全。 术

中通过一个约 0.5 厘米长的切
口， 置管到达 C6/7 椎板间隙，
将内窥镜顺利送达 C6/7 椎板间
隙， 切除增生肥厚黄韧带， 并
摘除突出的颈椎间盘髓核组织，
切除增生的黄韧带后显露颈脊
髓和颈 7 神经跟， 将神经跟轻
轻推向上方， 显露下方突出的
颈椎间盘， 顺利将其摘除。

�������近日， 常德市第一
中医医院专家来到该市
阳光孤儿院， 开展义诊
送健康主题党日活动，
义诊主要内容包括： 青
少年内科、 口腔科、 眼
科、 耳鼻喉科健康普查、
手卫生健康教育及洗手
示范， 并对所有体检小
朋友与学生健康问题建
档。 通过义诊活动， 把
爱心优质服务送到了阳
光孤儿院孩子们的身边。

通讯员 何胜娟
摄影报道

������秋高物燥 ， 便秘易找上
门， 一半以上老年人都没逃出
便秘的 “魔咒”。 我国流行病
学 调 查 便 秘 发 病 率 约 9% -
13%， 其中 25%-50%为老年性
便秘， 长期卧床的老人更容易
便秘。 老年人便秘隐患大， 排
便时用力过猛， 或者是疼痛刺
激， 常常会引起血压骤升或急
性心肌梗死、 脑卒中等危险事
件的发生。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刘艳提
醒， 治疗便秘需走出误区， 解
“秘” 有妙招。

便秘患者老人占半数
便秘患者中 25%-50%为

老年性便秘， 长期卧床的老人
更容易便秘。 刘艳介绍， 老年
便秘往往是因为老年人消化力
减低， 活动锻炼又少， 对结肠
运动刺激减弱引起。 此外， 有
些老人长期服用降压药， 也可
能会造成便秘。

“便秘危害很大。” 刘艳
表示， 若排便过于用力使肛管
黏膜向外凸出 ， 静脉回流不
畅， 久而久之形成痔疮； 粪便
划破肛管， 形成溃疡与创口，
就会形成肛裂。

同时， 长期便秘会加重消
化系统负担， 大便长期积于肠
道， 有毒物质被重新吸收入肝

脏， 作为解毒器官的肝脏负担
加重， 长此以往， 就会损害到
肝脏功能。 同时， 肠道内有毒
物质长期滞留， 患结肠息肉、
结肠癌的几率增高。

便秘对老年人的危害更严
重 。 夏秋换季时节 ， 气温骤
降， 脑血管疾病发病较高。 特
别是一些老年人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等疾病， 若在排便时用
力过猛， 会使全身肌肉紧张、
血管收缩， 导致血压骤升或急
性心肌梗死； 同时， 由于排便
时用力， 患者胸腔和腹腔的压
力也会增大， 致使血液冲至颅
内血管， 造成颅内压力剧增，
导致脑血管破裂而发生脑出
血。

不要依赖泻药
乱吃减肥药隐患多
便秘时， 来份泻药， 通肠

道。 然而， 也许一次畅快后 ，
可能会对泻药产生依赖。 值得
注意的是， 中药中最常见的通
便剂是番泻叶， 短期使用很有
效， 但长期使用可使结肠黏膜
呈现黑色。

“排出宿便， 轻松减肥”，
市场上减肥茶多含有类似番泻
叶的成分， 因而应该留意它们
的副作用。 对于市面上的保健
品， 宣传可以保护肠道， 但是

其中的成分未经过专业机构以
及大样本量实验证实， 也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 若经常出现
疼痛、 便血的现象， 则要及时
到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叩击骶尾骨 便意跟着来
对于便秘， 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是最关键的 。 早上起
床 ， 先喝杯温开水或者淡盐
水、 蜂蜜水， 润一下 “渴” 了
一夜的肠道。 刘艳建议要有意
识培养按时排便的习惯， 有便
意不可以忍便不排。 由于秋季
气候干燥， 在饮食上， 就要格
外注意减少食用辛辣刺激的食
物， 最好吃一些高纤 、 低脂、
低盐的食物， 既有利于通便，
同时有益于控制血压血脂。

对付便秘， 刘艳还有小妙
招。 建议在自己排便生物钟之
前， 空拳叩击骶尾骨的部位，
叩打几分钟后， 便意感增强，
这样会缩短 “酝酿” 便意的时
间。

另外， 还可以试试按摩腹
部的方法。 仰卧于床上， 用右
手或双手叠加按于腹部， 按顺
时针做环形而有节律的抚摸 30
下， 然后再逆时针 30 下 ， 力
量适度， 动作流畅。 每天早晚
各一次， 可以缓解便秘。

通讯员 刘敏

秋燥便秘找上门
肛肠医生来解“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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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原桑植县皮肤病性病防治所职工王任平

的医师资格证遗失， 特此声明！

������本报讯 （通讯员 将其洪） 不久前， 株洲
的小怡 （化名） 按照单位的安排来到株洲市
中心医院健康管理 （体检） 中心体检。 在甲
状腺彩超的检查项目里， 医生发现了一个米
粒大小的肿块， 并有微钙化灶形成。 在医生
的建议下， 小怡手术切除了肿块并在术中快
速病理切片检查中被确诊为 “右侧甲状腺微
小乳头癌”。

小怡的主管医生李香琼介绍， 小怡这个
癌症因为发现得早， 属于微小型， 本身甲状
腺乳头癌的恶性程度也不高， 术后长期服用
甲状腺激素治疗， 然后定期来医院复查就可
以了。

据了解， 甲状腺乳头状癌为最常见的甲
状腺肿瘤 ， 恶性度较低 ， 约占甲状腺癌的
75%， 任何年龄均可发病， 多见于儿童或年轻
（40 岁前） 女性， 多数病人的愈合较好。 甲状
腺乳头状癌的发病率呈逐年增加趋势。

������本报讯 （通讯员 唐剑锋） 长沙 50 岁刘女
士不久前和单位同事去爬岳麓山后， 出现左
侧膝盖酸胀， 第二天关节肿大伴随上下楼困
难。 几天下来 ， 刘女士的症状都没有缓解 ，
于是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就诊。

该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科主任李宝军博
士仔细进行体格检查发现， 刘女士的左膝关
节内侧间隙处有明显的压痛点， 遂为其进行
左膝核磁共振检查， 结果表明， 刘女士左膝
的半月板有损伤。

李宝军介绍，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两个
月牙形纤维软骨， 它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稳
定膝关节， 缓冲关节内的压力， 并且营养关
节内的软骨。 人体的半月板在成年后就开始
不断地脱水退变， 逐渐变性硬化， 没有了年
轻时的弹性， 像刘女士这样爬山的运动， 突
然让膝关节过度地屈曲负重， 导致了半月板
的局部应力过大， 从而导致半月板撕裂。 明
确病情后， 刘女士在该院接受了关节镜手术，
术后迅速好转。

������本报讯 （通讯员 符晴 曾津） 湖南娄底
32 岁的杨女士 （化名） 在国庆小长假带着 5
岁的女儿豆豆 （化名） 外出旅游， 在小旅馆
住了两晚， 回到长沙后， 母女二人就感到头
皮痒得厉害， 检查发现原来是染上头虱， 情
急之下， 杨女士带着女儿到理发店， 理发店
工作人员给母女俩的头上喷洒了大量杀虫剂
来灭虱， 没想到半小时后母女俩双双中毒入
院。

“患儿主要是由于喷洒杀虫剂后出现头
痛、 头晕、 恶心等不适， 经仔细检查后考虑
为杀虫剂中毒。” 据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童医学
中心副主任张小佛介绍， 经过给豆豆剃除头
发、 清洗头皮以减轻毒物的吸收， 并予以补
液、 利尿等对症支持治疗后， 豆豆目前病情
稳定。 杨女士在急诊科予积极治疗后， 目前
也已痊愈出院。

爱心服务送到孤儿院

本
报
专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