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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是一种发病率极高的疾病。目

前，脑瘫治疗主要采用康复、药物、手术

三位一体的治疗方法。

1.康复理疗：包括推拿按摩、针灸治

疗、智力训练、心理治疗、运动疗法、物理

疗法、水浴疗法等；

2.药物治疗：西药有神经节苷脂、

鼠神经生长因子、巴氯酚、安坦等；中

药有养阴通络汤、当归芍药散、地黄饮

子加味等。

3.手术方法：包括腱膜松解术、选择

性周围神经部分切断术、后跟腱腱滑动

延长术、股直肌远端转移术等。

经研究证实，早期开始按照正确的程

序和方法进行系统康复治疗的脑瘫儿，多

数可康复到基本正常；对高危儿,从出生就

开始干预，可减少 3/4脑瘫发生，其余 1/4程
度也明显较轻；1岁后才开始诊治的脑瘫

儿，多数只能减轻残疾。因此婴儿脑瘫倾

向的尽早认出、脑瘫的早期诊断、脑瘫早

期正确的干预极为重要。面对有高危因

素或临床发现异常，甚至已经被诊断为

脑瘫的孩子，家长不要紧张，应把悲伤化

为及时、有效的干预行动，和医生共同努

力，帮助孩子早日康复。

脑瘫患儿 早期治疗是关键

南阳市中医院骨一科 黄永华 陈 春

随着年龄的增大 ,人体渐渐会出现骨

质疏松 ,但是很多人对于预防骨质疏松存

在很大的误区。

误区一：喝骨头汤能防止骨质疏松。

实验证明同样一碗牛奶中的钙含

量，远远高于一碗骨头汤。

误区二：治疗骨质疏松症等于补钙。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不是单纯补钙，

而是综合治疗，提高骨量、增强骨强度和

预防骨折，患者应当到正规医院进行诊

断和治疗。

误区三：骨质疏松与年轻人无关。

骨质疏松症并非是老年人的“专

利”，如果年轻人忽视运动，饮食结构不

均衡，导致饮食中钙的摄入少，体瘦，又

不拒绝不良嗜好，这样就达不到理想的

骨骼峰值量和质量，也会出现骨质疏松

症，尤其是年轻的女性。

误区四：老年人治疗骨质疏松症为

时已晚。

从治疗的角度而言，治疗越早效果

越好。所以，老年人一旦确诊为骨质疏

松症，应当接受正规治疗，减轻痛苦，提

高生活质量。

误区五：骨质疏松患者宜静不宜动。

保持正常的骨密度和骨强度需要不

断运动刺激，缺乏运动就会造成骨量丢

失。骨质疏松患者的肌力也会减退，对

骨骼的刺激进一步减少。这样，不仅会

加快骨质疏松的发展，还会影响关节的

灵活性，容易跌倒，造成骨折。

生活中预防骨质疏松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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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镜是医学专家研发的一种先进

的微创诊疗技术。该项技术是医生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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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钟至 90分钟，治疗后能很快缓解顽

固性疼痛等症状，让患者恢复轻松生

活。膝关节镜诊疗技术的主要适应范围

有：骨性关节炎定向清理、病变半月板修

复和切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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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镜诊疗技术的优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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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快缓解顽固性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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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关节镜治疗，

症状重的老年患者进行人工膝关节置

换。

快速缓解膝关节疼痛

南阳医专一附院心血管内科一病区主任 于淑君

冠心病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器官病

变的常见类型，也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的常见病。

为了能及早发现冠心病，年龄超过

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定期做检查，以便

于及时发现疾病，从而明确配合医生的

治疗。冠心病的检查方法大致有心电

图、心脏负荷试验、动态心电图检查、多

排 CT、五核素心肌显影、冠状动脉造影。

其中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指

标，可以明确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部

位、范围，并能够指导下一步的治疗措

施。

控制胆固醇、血压、血糖和体重能达

到预防冠心病的目的。因此，我们要合

理膳食、控制膳食总热量；适当进行体力

劳动和体育锻炼；注意作息规律，保持充

足的睡眠；戒烟、限酒、控制危险因素；降

压、降糖、调整血脂及治疗肥胖等。

建议高危人群，比如肥胖、糖尿病、

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除了要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外，还可以服用一些抗血小

板的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梗

的发生。

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也要提

高警惕，避免过度疲劳，定期进行身体健

康体检。一旦发生胸痛、胸闷、心悸、气

短，持续不缓解或反复发作，同时伴有全

身不适如冷汗、面色苍白、乏力、恐惧、恶

心呕吐、濒死感等症状，应及时到大医院

救治。

冠心病患者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

疗，坚持按时按量吃药，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避免病情加重，危及生命。

冠心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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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线治疗斑秃、
秃发、脱发、白发

读者李先生问：我不到 40岁，患脂溢性秃发

多年，近半年来，白发也越来越多；我爱人近几个

月来头发成片脱落，吃中西药效果也不佳。我们

的病有没有新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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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秃是突然发生的头发

成片脱落，又名油风、圆形脱发、鬼剃头等；秃发是

指头发稀疏秃落，又称早秃者；白发是以头发少量

或全部变白的病症。传统疗法治疗上述病症疗效

较差，而新埋线法治疗上述疾病疗效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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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医院用新埋线法治

愈很多斑秃、秃发脱发、白发患者。该疗法治疗头

痛、眩晕、耳鸣、聋哑、失眠、斜视、近视、视力低下、

面瘫、痤疮、色素斑、鼻炎、酒渣鼻、口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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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

闭经、月经不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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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

麻木、脑炎及脑损伤后遗症、癫痫、精神疾病、

小儿智障、湿

疹 、 牛 皮 癣 、

白癜风、肥胖

等，也有良好

效果。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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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医学检验系统
技术大比武

本报讯 （记者刘纪晖）近日，2019年全市医

学检验技术大比武举行，200余位全市医学检验

一线的精兵强将会聚一堂，共同探讨切磋检验专

业尖端技术技能。

会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专家以技术比武为

切入点，就当前临床检验质量管理的热点及核心

问题进行了专题学术讲座。

当天还同时举行了全市检验系统“检验人不

忘初心使命”演讲比赛。②12

南阳医专二附院

举办膏方节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杨小晗）日前，

南阳医专二附院举办膏方节活动，旨

在通过膏方节让广大居民了解膏方、

体验膏方、使用膏方，进一步强化

“治未病”意识。

当日上午，医院门诊大厅内热闹

非凡，前来咨询了解的居民络绎不

绝。现场，专家把脉，一人一方，有

针对性地指导大家科学进补，居民们

免费品尝膏方、参观膏方现场制作、

免费领取膏方，体验膏方的养生调理

功效。②12

重点疾病健康教育系列讲座
南阳市健康教育所协办

市第六人民医院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江秀慧

肺结核病目前不是不治之症，但

是，为什么有的肺结核病患者治疗失

败？记者采访了市结核病防治所副主任

医师江秀慧。江秀慧说，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点：

一、化疗方案不合理：没有根据病

情和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有效的药物，

确定剂量、用法、疗程，拟订出合理的

化疗方案，造成耐药菌的发生或因毒性

反应而被迫停药。因此，肺结核治疗必

须找专科医院专科医生治疗。

二、不坚持规律用药或中断治疗：

成功的关键是规律用药，完成足够的疗

程。若患者不合作、忘服药或误把症状

消失当作疾病治愈而选择放弃治疗、自

行停药、药源供应中断、更换医生等，

都会使治疗中断。

三、药物毒性反应处理不当：在治

疗过程中发生药物毒性反应时，处理不

当。

四、病情发现过迟：患者发现得病

过晚，病情严重，体质差，菌量多，尤

其是免疫功能低下者，影响化疗效果。

咯血后导致病变播散，合并糖尿病或矽

肺也给治疗增加难度。

五、耐药菌的存在：结核菌耐药的

产生是导致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江秀慧提醒，结核病治疗失败的标

志是疗程结束时痰菌不能转阴或化疗过

程中转阳，X线显示病灶未能吸收。因

此，肺结核患者必须按照结核病专业医

生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遵循合理的联

合用药方案，用药充足，服用规律，及

时复查，咨询医生，及时处理，切忌自

作主张中断治疗。

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是全国中医药

防治传染病临床基地，是我市结核病定

点医疗机构。肺结核按临床路径实行单

病种付费，提高了医保报销标准，减轻

了患者负担，使结核病防治工作保持可

持续发展。②12

肺结核病治疗
失败有原因

什么是雾化治疗？

雾化其实是用雾化泵将药物分散成微

小的雾滴或微粒，使其进入呼吸道及肺内，

达到局部治疗（解痉、消炎、祛痰）及全身治

疗的目的，与口服用药及输液相比，雾化更

加安全，在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过程中，雾

化吸入已经成为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

哪些适合雾化治疗？

哮喘、过敏性咳嗽、急性喉炎、毛细支

气管炎、支气管肺炎、婴幼儿喘息以及一些

咽部化脓、黏液阻塞呼吸道的疾病都适合

做雾化治疗。至于一些家长认为“雾化液”

的成分复杂，某些还含有激素，对孩子的伤

害比输液还大……其实，雾化并没有这么

可怕，有些雾化液中的确含有一些激素，但

和全身使用激素相比，雾化的副作用要少

得多，且雾化比起输液而言，还有很多优

点，如药物可以直达病灶、用药量少、起效

迅速等。

雾化前后需注意些什么？

（1）雾化治疗时，家长要密切观察患

儿情况，患儿哭闹时不可强制进行雾化，

应当安抚或待其熟睡后再做；面罩不可紧

扣口鼻，以便于观察患儿面色，若患儿出

现口鼻发绀时，应暂停雾化，待好转后再进

行。

（2）雾化时应以坐位最佳，婴幼儿可半

坐卧位，这样有利于药液沉积到终末细支

气管及肺泡。

（3）注意控制雾化量。由于儿童喉组

织发育不完善，喉腔及鼻毛缓冲作用小，

如一开始就将雾化量调至最大，大量冷雾

气急剧进入气道可能会引起刺激性咳嗽等

不适，甚至诱发哮喘，引起憋气、呼吸困

难。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开始雾化时，让患

儿张嘴，将吸入嘴距离患儿嘴部 6~7 厘

米，然后，逐步减少到 3厘米左右，直至

完全罩住口鼻，目的是让患儿适应雾化液

的温度，减轻冷空气对气道的刺激。

（4）雾化治疗要适时、适度。根据患儿

病情，掌握雾化吸入时间、间隔时间以及药

物剂量。一般来讲，儿童的吸入量以 2~4
毫升，时间以 10分钟左右为宜。

（5）雾化结束后应让患儿漱漱口，以

减少药物在口腔和咽部沉积，治疗结束后

立即清洗面部，以减少经皮肤吸收的药

量。②12 （据大众卫生报）

每当孩子感冒咳嗽、咳痰、咽痛时，医生常会建议孩子

采用雾化治疗，但很多家长对雾化治疗心存疑问：“为什么

不输液呢？雾化的危害好像比输液更大？”到底是不是这样

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全媒体记者 陈丹丹

省级专家真情帮扶，中医技术薪火相传。

近日，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院首批驻内乡县中

医院帮扶专家即将期满。三个月来，他们对内

乡县中医院联盟专科建设进行驻院指导，进一

步推动了医联体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有效提高

了医院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专家们为中医院的管理和发展把脉问诊、

出计献策，开展大型义诊活动惠及群众，尤其

是张志国、单艳、庞智文三位专家，在积极参

加临床诊疗工作的闲暇时间，组织开展专业学

术讲座，将省级医院先进的管理经验、精准的

诊疗方法、超前的技术理念带进中医院。对慕

名而来的就诊患者，他们真诚相待接地气，全

力以赴保疗效，丝毫没有省级专家的架子；对

工作生活，他们简单质朴，从来不提要求不讲

条件。

近三个月来，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院派驻

的专家在内乡县开展义诊 1325人次，进村入户

巡诊 327 人次，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好

评。据悉，首批三位专家即将离开内乡，但薪

火相传，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院将持续派更多

的专家，为内乡县中医药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

健康带来更多帮助和支持。②12

真情帮扶 薪火相传

12 月 14 日，由河南省口腔

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

会、镇静镇痛专委会主办，南阳

市口腔医院承办的“儿童口腔疾

病 舒 适 化 诊 疗—— 镇 静 镇 痛 沙

龙”在宛开班，省内 70 余名口

腔医生参加课程培训并进行实

操。图为专家指导学员进行笑气

镇静镇痛技术操作 ②12
全媒体记者 陈丹丹 特约记

者 高艳红 摄

雾化比输液危害大吗？
听听儿科专家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