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
□南阳市中医院骨一科 陈春

由于低头玩手机等电
子产品，使工作、生活不
良习惯或长时间使颈椎
受到压迫，颈后部肌肉和
韧带受牵拉劳损，颈椎病
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因
此，掌握正确的颈椎预防
和保健方法十分必要。

颈椎病重在预防，要
做到：坐姿正确、活动颈
部、抬头望远、避免损伤，
防寒防湿等。

同时为大家介绍几种
简便易学的颈部按摩操：

1.按摩百会：用中指
或食指按于头顶最高处
正中的百会穴，用力由轻
到重按揉。

2.对按头部：双手拇
指分别放在额部两侧的
太阳穴处， 其余四指分
开，放在两侧头部，双手
同时用力做对按揉动。

3.按揉风池：用两手
拇指分别按在同侧风池
穴（颈后两侧凹陷处），其
余手指附在头的两侧，由
轻到重地按揉。

4. 拿捏颈肌： 将左
（右）手上举置于颈后，拇
指放置于同侧颈外侧，其
余四指放在颈肌对侧，双
手用力对合，将颈肌向上
提起后放松，沿风池穴向
下拿捏至大椎穴。

5. 按摩大椎： 用左
（右） 手四指并拢放于上
背部，用力反复按摩大椎
穴 (位于后颈部颈椎中最
大椎体下方的空隙处 )，
至局部发热为佳，两侧交
替进行。

6. 掐揉合谷： 将左
（右） 手拇指指尖放在另
一手的合谷穴 （即虎口
处），拇指用力掐揉，双手
交替进行。

7.梳摩头顶：双手五指
微曲分别放在头顶两侧，
稍加压力从前发际沿头顶
至脑后做“梳头”状动作。

以上动作每次连续做
20-30 次， 可以放松局部
肌肉、韧带，减轻酸痛症
状，对于颈椎病具有良好
的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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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缓解膝关节疼痛
□市骨科医院关节微创科主任 谢学然

膝关节疼痛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多
发病，常伴有关节肿胀、积水、活动受限等。 关
节疼痛的常见病因有老年骨质退变增生、化脓
性炎症、滑膜炎、外伤后遗症、半月板损伤、类
风湿性关节炎、交叉韧带损伤等。 休息、封闭、
服药等保守治疗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膝关
节疼痛、变形和活动困难等问题，病情往往逐
渐加重。 此时，可试试关节镜技术。

关节镜是一种先进的微创诊疗技术。 医生
借助关节镜对整个膝关节进行全面、系统的检
查，确诊病情，然后根据病情对患者实施切实
有效的微创修复治疗，治疗时间为 30 至 90 分
钟。 患者接受治疗后，顽固性疼痛等症状能够
迅速得到缓解。膝关节镜诊疗技术的主要适应
范围为骨性关节炎定向清理、病变半月板修复
切除、关节内游离体摘除、交叉韧带重建、类风
湿关节炎滑膜切除等膝关节疾病。

关节镜诊疗技术具备多项优势，一是微创
不开刀，局麻无痛；二是显示屏导航，操作准
确；三是住院时间短，一周即可出院；四是效果
显著，能迅速缓解顽固性疼痛；五是安全，并发
症少；六是费用低。应用关节镜微创技术，能够
快速、准确诊断患者病情，进而选择适宜的治
疗方案，症状较轻的早期患者，可采用关节镜
治疗；症状重的老年患者，可进行人工膝关节
置换。

埋线治疗
痛经闭经月经不调

读者李女士问：我今年 36 岁，患月经不调
和痛经十多年，吃中西药多年仍时愈时发；近 5
个月，月经一直没来。 我的病有没有其它疗法？

南阳医专中医针灸新疗法研究所所长、南
阳针灸埋线中医院长、国内著名专家、河南省
省管优秀专家张文进解答说：正值经期或经行
前后，出现周期性小腹及腰骶部疼痛或剧痛者
称为痛经；十八岁以上尚未初潮，或已行经而
又中断三个月以上者，称闭经；月经不调是指
以月经的周期及经量 、经色 、经质的异常为
主症的月经病。 上述病症新埋线法疗效很好。
另外还有很多病症新埋线法疗效居国内外同
类疗法领先水平。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及国
内很多专家前来学习。新埋线法是一种什么疗
法呢？

张文进介绍说，埋线疗法是中医院校《针灸
学》教材中的科学疗法，是将医用羊肠线植入穴
位，利用其持续的刺激作用等治疗疾病；一次埋
线的作用可持续一至数月， 等于针灸了千次以
上；不需住院，半个小时左右操作完毕；操作简
便，无副作用，不留瘢痕。 而张文进对上述埋线
疗法进行改进，采用相关药物浸泡羊肠线等，疗
效更好些，称为新埋线法。

据了解, 南阳针灸埋线中医院是南阳市职
工及城乡居民医保定点医院， 用新埋线法治愈
很多痛经、闭经、月经不调患者。 该疗法治疗斑
秃、脱发、头痛、眩晕、耳鸣、聋哑、失眠、斜视、面
瘫、色素斑、痤疮、酒渣鼻、鼻炎、咽喉炎、打鼾、哮
喘、气管炎、胃病、肝病、胆囊炎、结肠炎、脱肛、肾
病、遗尿、尿失禁、阳痿、前列腺炎、颈肩腰腿痛等
痛症、多动症、酒精依赖、偏瘫、脑瘫、轻度截瘫、肌
肉萎缩、 脑炎及脑
损伤后遗症、癫痫、
精神疾病、 肥胖等，
也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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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龄老人进行关节置
换，对于市骨科医院关节科来
说，这不是第一例，但为 109
岁老人手术， 这是第一例，也
是河南省乃至全国关节置换
第一例。 老人手术成功的报
道在南阳日报报道后，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有很多读者
非常想知道，这位 109 岁的甘
老太太出院后怎么样了，于
是，7 月 30 日，记者跟随市骨
科医院进行院后随访。 当天，
由曾给甘老太太做手术的市
骨科医院书记、骨科权威专家
白金广带队组成的随访小组，
到甘老太太家探望，并查看术
后的恢复情况。

在市骨科医院进行关节置换的超高龄百岁老人安全度过了手术关，并
且安然出院，那么，术后恢复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

关注 109 岁老人康复

院后随访制度真好
“呀！ 你们怎么来看

我了，快坐快坐。 ”甘老太
太拄着拐杖迎接道。

甘老太太今年 109
岁，6 月 6 日， 因不慎摔
伤，导致右股骨颈骨折住
院，6 月 10 日做手术，手

术做得十分成功，12 日，
在医护人员的搀扶和指
导下，就可下床行走，6 月
18 日出院。

市骨科医院党总支书
记、 骨科权威专家白金广
介绍说， 市骨科医院在病

人出院后， 医务人员都坚
持院后随访制度， 以便跟
踪病人恢复进程， 指导病
人康复， 使需要继续进行
家庭治疗的患者， 得到科
学、专业的医疗指导。 109
岁的甘老太太虽然安然度

过手术关， 但毕竟是超高
龄，更需要继续关注。

这位百岁老人听明白
了，明白来的这些医生们
是在关心关注她，她连连
说，好，随访制度好，只是
你们辛苦了。

医院挑战“高龄禁区”有担当
恩人们到来让老太

太惊喜万分。 她拉着白金
广的手说，你们咋来看我
了，我还没去好好感谢你
们呢。

甘老太太满脸笑容，
脸上的褶子都挤一起了，
白金广对于她来说，那是
一位恩人呐！

当时甘老太太在骨折

后，没有医院敢接收这样的
高龄病人， 就是她的儿女
也有些担心，担心她下不
了手术。 但是，如果不进
行手术治疗，翻身和坐起
都不能实现，不仅身心非
常痛苦， 而且时间一长，
非常容易形成坠积性肺
炎，容易引发泌尿系统感
染、 深静脉血栓以及褥疮

等并发症。而这些并发症对
于高龄老人来说，往往是致
命的。 如果手术治疗，虽然
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
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延长患
者寿命。 但是，老人们往往
合并有冠心病、 频发早搏、
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能否承
受麻醉这一关就是问题，因
此说，医院接收老人将承担

很大的手术风险。
但市骨科医院以专家

白金广为首的专家团队，
以自己的技术实力和社会
担当收下这位病人， 为老
人制订了详尽的治疗方
案，各学科密切合作，配合
老人挑战“高龄禁区”。 成
功地完成了我国患者年龄
最大的关节置换手术。

百岁老人恢复超出想象
看到恩人，老人急于

表现自己的治疗效果。
她拄着拐棍在院子

里走来走去，还拿着水壶
在院里浇花。

“看，我多有劲。 要不
是你们，这会儿我就躺在
床上受罪呢。 现在吃得
好，睡得好，也没有哪里
不舒服。 每天起床就浇浇

花、种种草，子女都在身
边陪着， 每天可开心了。
这都托你们的福了。 ”

看到老人恢复的超
出想象， 白金广很高兴，

也为老人乐观的生活态
度而感动。 他向老人以及
家属交代了康复的一些
注意事项，并祝福老人健
康长寿。 （李贺）

百岁老人在院中迈出健康自豪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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