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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腰痛叫盘源性腰痛
□南阳市中医院骨伤三科 杨留志 贾连升

腰痛一种临床常见
症状，80%至 90%的人一
生中都经历过腰痛的困
扰。 但有一些慢性腰痛，
经多种治疗手段（理疗、
按摩、针灸、局部注射治
疗等）疗效不好，这种难
治的慢性腰痛，大多数患
者最后被证实是盘源性
腰痛。

盘源性腰痛发生基
础是椎间盘的退变，就像
氧化的自行车内胎一样
会慢漏气，溢出的东西会

刺激椎间盘周围的窦椎
神经而引起腰痛，有大约
45%的腰痛患者疼痛来
源于腰椎间盘。 如果有腰
痛的症状，且常规保守治
疗效果差，影像学检查未
发现明显的椎间盘突出，
那么很可能就是盘源性
腰痛。

比较典型的症状包
括持续性腰痛、 腹股沟
疼痛，负重时加重，卧床
缓解，坐立、弯腰、咳嗽、
打喷嚏等增加腰椎压力

的动作会诱发症状。 一
般不会放射至下肢，尤
其是小腿， 也不影响行
走能力。

当出现上述症状，且
久治不愈，那么你可能得
了盘源性腰痛。 这时，你
要做的是到骨科脊柱微
创科室赶快做造影确诊，
因为， 诊断盘源性腰痛
的“金标准”是椎间盘造
影， 如果造影结论明确
盘源性腰痛， 治疗也就
有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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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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股骨头坏死？ ■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股骨头坏死？
■如果确诊了股骨头坏死又该如何治疗呢？ ■怎样预防这种病？

股骨头坏死，你需要知道的那些事

骨折病人如何饮食才合理？
□市骨科医院创伤二科 黄润堂 张永豪 贺新勇

生活中，人们常在骨
折后进食大量骨头汤 、
鸡汤等， 认为这样能补
充钙质， 加快骨折端的
愈合，殊不知，这种饮食
在骨折早期反而适得其
反。 那么什么样的饮食，
才能更快更好地促进骨
折愈合？

合理的饮食应根据
骨折愈合的三个阶段而
略有不同（以促进血肿吸
收或骨痂生成）。

骨折愈合早期（1 至
2 周），此时受伤部位瘀血

肿胀，治疗多为制动固定
或手术。 宜食清淡的富含
多种微量元素的食物，如
海产品、蔬菜、蛋类、豆制
品、水果、鱼汤、瘦肉等，
忌食酸辣、燥热、油腻食
物， 可适当补充猪蹄、皮
冻等富含胶原蛋白的食
物，在制动期间不应摄入
过高的钙质，以防发生泌
尿系统结石。

骨折愈合中期（2 至
4 周），此时瘀血大部分已
被人体吸收， 为接骨续
筋，调养生新期，此时的

饮食应多样化， 粗细搭
配，少量多餐。 可在初期
的食谱上加以骨头汤，田
七煲鸡， 动物肝脏之类，
以补充维生素 A、D，钙及
蛋白质。 为加快骨折端的
愈合， 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在此期间要限制烟
酒，少喝咖啡、浓茶及碳
酸饮料，多饮水。

骨折愈合后期（5周以
上）， 由于伤情基本稳定，
饮食可以和一般健康人相
仿，选用多品种，富含各种
营养的饮食即可。

13�6

13�6

2019年 12月 3日 星期二健康10 编辑 海清清 美编 耿新红 质检 张乐君

股骨头坏死（ONFH）是指因股骨头血供中断或者受损引起的骨细胞及骨
髓成分死亡及修复过程，继而导致股骨头结构改变，股骨头塌陷，关节功能障碍
的疾病。因此，股骨头坏死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很大，本期请骨科医院专家讲解相
关知识，以飨读者。

■哪些人离股骨头坏死很近？
股骨头坏死的临床表现：患者常

有髋部或者腹股沟区疼痛，髋关节内
旋活动受限。 偶尔伴有膝关节疼痛。
那么，那小二距离股骨头坏死很近？

长期或过量应用类固醇皮质激
素患者：

对于一些本身有风湿免疫疾病
的患者， 平时经常应用激素治疗，这
是导致股骨头坏死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般可以占到 43%左右。

长期酗酒的人：
每日饮酒超过 5 两以上，会导致

血液中的游离脂酸升高，从而容易发
生股骨头区域的血管发生阻塞，影响
血液的运行，最后导致股骨头坏死。

有髋部外伤史或有肾上腺皮质
功能亢进、肝脏病、镰状细胞贫血症、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痛
风等病史者。

潜水员、飞行员等经常在高压下
工作，会导致血液和组织中溶解的氮
增加，若压力降低过快，氮气来不及
从肺排出，即在体内游离出来，形成
气泡，产生气体栓塞，气体栓塞在血
管，血流受阻，股骨头局部血供变差，
缺血坏死。

■股骨头坏死怎样诊断
髋部特别是腹股沟区疼痛，髋

关节活动受限者，MRI 检查是诊断
股骨头坏死金标准必要时结合 X 线

或者 CT。 MRI 表现的双线征是区别
骨性关节炎及其他炎症性关节病的
特征性表现。

■患上股骨头坏死别慌
因为股骨头坏死的部位在髋关

节， 是人体较大、 较重要的承重关
节， 得了股骨头坏死后会出现髋
关节疼痛、行走障碍 、走路跛行。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股骨头坏死非常
可怕，导致有病乱投医。

其实股骨头坏死本身并不可怕，
得了股骨头坏死也不要觉得自己就
是一个残疾人。因为股骨头坏死经过
恰当的治疗，是完全可以获得良好治
疗效果的。

股骨头坏死怎样诊断？

股骨头坏死，别慌！
因为股骨头坏死的部位在髋关

节，是人体较大、较重要的承重关
节，得了股骨头坏死后会出现髋关
节疼痛、行走障碍、走路跛行。 所以
很多人就觉得股骨头坏死非常可
怕，导致有病乱投医。

其实股骨头坏死本身并不可怕，
得了股骨头坏死也不要觉得自己就
是一个残疾人。因为股骨头坏死经过
恰当的治疗，是完全可以获得良好治
疗效果的。

■股骨头坏死应理性治疗
南阳市骨科医院是世界骨循环

研究学会（ARCO)和中国医师协会骨
循环研究会联盟单位（国内 15 家），
对股骨头坏死的治疗进行了大量临
床和实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该院开展股骨头坏死治疗研究
30 余年，先后应用过 10 多种方法。 从
长期随访中他们发现支撑钉固定+死
骨刮出+自体骨+骨生长因子（BMP2)

植入效果最优。 该项目由南阳著名骨
科专家、 市骨科医院党总支书记白金
广领衔开展 100 余例，Harris 评分优
良率达 83%。 其优势为：微创手术,创
伤小，费用低，下地活动早（后一周即
可下地行走），优良率高。 对付股骨头
坏死这样的疾病， 他们用科学的方法
精准治疗，收到良好的效果。

（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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