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颈椎病是哪些
不良习惯造成的？
□市骨科医院脊柱外科 蔡明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一般多见于
中老年人，但近年来，30 岁左右的年轻人颈椎发
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如记者、办公室人员、白
领职员、打字员等，这些长期使用电脑、从事文
字工作的人群发病率较高且大都比较年轻。

引发颈椎病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条：一是
颈椎退行性改变，二是劳损与不良姿势，三是风
湿因素。 颈椎病的治疗因病情不同所采取的方
法也不同， 主要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
情况。

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颈椎病的预防， 每天
利用闲暇时间对颈椎做自我保健。 一是头手对抗

“绷劲儿”， 即双手交叉放在后脑勺， 双手向前使
劲，头向后使劲，紧张 3 秒至 5 秒，再放松 3 秒至
5秒为 1 次，每天练 200 次，分 3 组至 5 组完成。
二是“小燕飞”，趴在床上，头和脚使劲往上抬，紧
张和放松时间跟前面一样，每天做 50次。三是颈
部自我按摩，轻揉酸痛处，同时轻轻旋转头颈部，
按摩后对局部热敷，可以缓解肌肉紧张，改善局
部血液循环，解除疲劳。 四是一些户外运动(如放
风筝)对颈椎的保健也有很大帮助。

■“熊猫血”孕妈顺利诞下三胞胎
其实，最关注胡女士

的是南阳医专二附院产
科的医护人员。

从胡女士住院那天，
产科就与市中心血站联
系，医院医教科组织全院
会诊，确保手术能够顺利
进行、母子平安。 手术当

天， 妇产科主任王萍、产
科主任杨庆雪和参加手
术的其他医生一起，尽可
能排除手术中会造成大
出血的不利因素，利用各
种方法，将出血量保持在
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努力，3 个

小宝贝顺利出生。
经过一周的围手术

期恢复， 胡女士顺利康
复；3 个新生宝宝在儿
科主任金荣华团队的精
心照顾下也度过了危险
期，胡女士感激不尽。

1 月 7 日，胡女士为

产科医护人员送上了写
着“妙手助产仁心术
热情相守如亲人” 的锦
旗表示感谢。 同时，她还
委托本报记者， 感谢那
些伸出友爱之手的爱心
人士。

（裴育 杨小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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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骨外上髁炎又称
“网球肘”，是由于急性、
慢性损伤造成肱骨外上
髁周围软组织的创伤性
无菌性炎症。 该疾病与
职业有密切关系， 发生
于经常做旋转前臂和伸
屈肘、腕关节的劳动者，
如家庭妇女、木工、砖瓦
工、钳工、水电工等。

临床表现以肘关节

外侧疼痛为主， 旋前时
加重，尤其在旋转背伸、
提、拉、端、推等动作时
更为剧烈，同时沿伸腕肌
向下放射。患者初期常感
觉伤肢疼痛乏力，逐渐发
生肘外侧疼痛，多随运动
量的增加而加重；劳累后
加重，休息后缓解；前臂
旋转及握物无力，甚至持
物坠落。 肘关节外侧可

触摸到明显的压痛点 ，
亦可触及前臂上段桡侧
的筋肉组织轻度肿胀、
压痛或僵硬感。有时可在
肱骨外上髁处摸到骨质
增生的锐利边缘， 压痛
甚剧。

“网球肘”的治疗以
保守治疗为主， 早期停
止刺激的局部训练，部
分患者可经休息、推拿，

配合消炎镇痛药物口服
治疗而逐渐缓解， 但大
多数需要局部封闭 、小
针刀松解疏通 方可缓
解， 个别严重的患者需
要手术治疗。

“网球肘”病程长，易
反复，因此建议患者症状
缓解后注意保暖，避免受
凉，减少刺激，并进行适
度功能锻炼。

13937771120
电话及微信号

寻医问药

南阳市健康教育所
协办

健康热线：13949382859

埋线治疗减肥美容
读者李女士问：我身高 153 厘米，3 年前体

重 116 斤，现在体重 170 斤，四肢也变粗了；面
部一直有雀斑，3 年来又有黄褐斑。 中西药治疗
也没有效果，有没有新疗法？

南阳医专中医针灸新疗法研究所所长、南
阳针灸埋线中医院院长、国内著名专家、河南省
省管优秀专家张文进解答说： 肥胖症是指人体
脂肪积聚过多、 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百分之二十
以上，或四肢也明显变粗；雀斑是面部有很多大
小如同针尖至米粒大、 淡褐色或深褐色色素斑
点；黄褐斑是面部两侧对称分布褐色色素斑，可
融合成片。肥胖症减肥美体及雀斑、黄褐斑美容
养颜，传统疗法疗法效果较差，而新埋线法疗效
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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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新埋线法使很
多肥胖症、雀斑、黄褐斑患者得到治愈或好转。
该疗法治疗斑秃、脱发、湿疹、牛皮癣、白癜风、
头痛、眩晕、耳鸣、聋哑、失眠、面瘫、痤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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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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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癫痫等，也效果
良好。

爱心浪涌“熊猫血”紧急支援
妙手助产 三胞胎顺利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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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底，
一位特殊的孕妈
胡女士（化姓）孕
有三胞胎入住南
阳医专二附院，一
段牵动无数人心
的动人故事由此
展开。

■急需“熊猫血”引发爱心浪花朵朵
24 岁的胡女士是稀

有血型-RH 阴性 AB 型
血，怀有三胞胎，因其有
剖宫产史， 疤痕部位很
薄，且系三胎妊娠，子宫
极度扩张，随时可能会出
现子宫瘢痕部位破裂，危
及母子生命。 手术过程
中，产妇随时可能会出现

失血性休克，需输血治疗。
但拥有“熊猫血” 的人极
少， 市中心血站及兄弟医
院均没有库存，怎么办？于
是，胡女士分娩前两天，南
阳医专二附院通过新闻媒
体以及微信公众号呼吁
RH 阴性 AB 型血的志愿
者，伸出援助之手。

消息发出后，很多热
心人打来电话关心胡女
士的情况，并留下联系方
式，表示有需要随时愿意
进行献血，特别是一位外
籍友人，在得知消息后第
一时间联系医院，表示愿
意提供帮助。 尽管最终测
定不是同类血型，但是来

自外籍友人的爱心还是让
人很感动的。与此同时，市
中心血站也备足了同型血
液， 这其中不乏爱心人士
的帮助和献血志愿者的无
私奉献。

得知这么多素不相识
的人关心自己，胡女士倍感
温暖，对手术充满了信心。

“网球肘”的形成与治疗

病毒性脑炎的防治
□南阳医专一附院儿二科主任 陈中慧

约 80%以上的病毒
性脑炎由肠道病毒引起；
腮腺炎病毒、单纯疱疹病
毒也是重要的致病原因。
不同的病毒其传染途径、
好发季节和好发年龄不
同，如腮腺炎病毒脑炎通
过呼吸道传染，多发病于
冬春季， 以年长儿多见；
肠道病毒性脑炎多见于
夏秋季，经呼吸道及肠道
感染，多见于年幼儿。

病毒性脑炎急性起
病， 可先有上呼吸道感
染或前驱传染性疾病的
表现， 早期主要表现为
发热、精神差 、睡眠多 、
恶心、呕吐 、头痛等，严
重时可出现反复惊厥发
作、 不同程度的昏迷和
颅压增高症状。 部分患
儿可出现单个肢体瘫痪
或偏瘫表现。 有的患儿
可表现为 精神情绪异

常，如躁狂 、幻觉、失语
以及定向力、计算力、记
忆力障碍等。

病毒性脑炎疗程大
多 2 至 3 周，轻症多数完
全恢复，重症有可能遗留
癫痫、 肢体运动功能障
碍、智能低下、语言及听
力受损等后遗症。

那么，如何预防病毒
性脑炎呢？ 首先应按要求
接种针对各种病毒的疫

苗（麻疹、流行性腮腺炎、
风疹、乙脑疫苗等），这是
预防的根本途径；其次应
注意锻炼身体， 加强营
养，以增强抵抗力；第三
应注意防蚊灭蚊。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
出现高烧不退或伴有呕
吐、精神差、精神情绪异
常、抽搐等症状时，要立
即就医，尽早治疗，可减
少后遗症发生。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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