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部分脑梗患者发病初期也有走

路像踩棉花的感觉，但具体是颈椎出

了问题还是脑梗先兆，如何分辨？

脑梗导致的脚踩棉花感通常发生

比较突然，病情发展也相对较快，同时

还会出现其他症状，比如一侧脸麻木、

说话不清楚、恶心呕吐甚至抽搐等。

颈椎病引起的脚踩棉花感是间断

出现，但持续时间相对比较久，并且有

逐渐加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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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第九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
论坛暨“千县工程”医院发展战略高峰论坛在
成都召开，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院长张庆普
(左二)荣获优秀院长奖。 韩娜 摄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胡晓军

“我现在每个月都能遇见几例甚

至十几例白内障合并近视超过1000

度的患者；曾经有一天为3个1000度

以上的患者实施手术……”

8月 15日，说起近年来眼科门诊

出现的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千

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越来越常见，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眼科门诊）白内障中心副主任医师黄

亚琳感同身受，并表示“很痛心”。

当天，黄亚琳接诊了一位60多岁

的患者。经过了解，患者先天近视，

前些年戴着眼镜还能维持日常生活，

可近几年随着近视度数的进一步加

深，加上步入老年后出现白内障，他

的视力每况愈下，几乎到了寸步难

行、生活无法自理的地步。

在当地医院眼科就诊时发现，患者

双眼不仅白内障程度严重，而且近视高

达3000度。高度近视导致他的眼睛晶

状体硬度显著增加，手术治疗难度很

大，遂转诊到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详细检查诊断后，黄亚琳为患者

进行了白内障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

植入术，在其眼内植入了特殊定制的

能同时矫正高度近视的人工晶体。

“从来没有看得这么清楚过！”术

后去除纱布，看到面前清晰的世界，

患者不禁发出感叹。

不少人认为，患者18岁之后近视

度数就不再增加了，是真的吗？黄亚

琳纠正，这完全是个误区。未成年时

近视速度增加较快，成年后这种速度

会放缓，但如果不注意用眼卫生，同

样会导致近视度数进一步加深。她

接诊的不少高度近视患者，不少都是

成年后慢慢增加到一两千度的。“预

防近视应该从孩子小时候开始重视，

但成年后依然不能放任。”黄亚琳提

醒，“高度近视除了导致生活不便，还

会带来一系列隐患，比如使白内障的

发病年龄提前。”

黄亚琳解释，白内障通常多发于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但高度近视的年

轻人，尤其是800度以上的病理性近

视者，也容易罹患白内障，主要原因

就是高度近视会造成晶状体老化速

度加快。如果不及时手术，到后期晶

状体变得非常硬，而高度近视者的悬

韧带本身比较松弛，这就增加了手术

难度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同时，高

度近视使眼轴增长，相应会引起眼球

后部的诸多病变，严重的会引起视网

膜脱离、黄斑变性等，甚至导致失明。

黄亚琳介绍，近视达到一定程

度，很难通过佩戴传统眼镜来完全矫

正，一定要及时就医，通过屈光手术、

人工晶体植入术等方式进行矫正。

高度近视致眼球病变高度近视致眼球病变
传统眼镜可能无法矫正

8月 12日，由省健康管理学会主

办，中国泌尿系结石联盟河南中心、

河南省泌尿系结石诊治中心、郑州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承办的结石及微创

高峰论坛在绿城中原拉开帷幕。

同时举行的，还有郑大二附院中

国泌尿系结石联盟复杂性尿路结石

病因诊治MDT中心、中西部软性膀

胱镜无痛诊疗示范中心和波科摩西

学院郑大二附院校区的揭牌仪式。

膀胱软镜因镜体柔软纤细，视野

清晰，又是直视下进镜，患者无痛苦，

对尿道无损伤，让广大患者免受难言

之痛。同时膀胱软镜配合NBI技术，

能够发现更早期的肿瘤，避免漏诊，

提高膀胱肿瘤的诊治水平。目前，我

省开展膀胱软镜的单位极少，郑大二

附院泌尿外科是较早引进并开展膀

胱软镜的单位，共举办膀胱软镜培训

班5期，在省内积极推广新技术和新

理念，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摩西激光属于大功率的钬激

光，在结石粉碎、前列腺增生剜除应

用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郑大

二附院泌尿外科是我省目前唯一一

家拥有该设备的单位。自引进摩西

激光技术以来，该院共开展手术

500多例，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让

更多的老年前列腺增生患者受益。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冯光耀）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封宁

“长期以素食为主，没想到痛风

还是找上了门。”8月18日，记者在郑

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见到了因

痛风住院的马先生，说到病情，马先

生有些不知所措。半年前他就被查

出尿酸偏高，医生交代他要少吃高嘌

呤食物，他自认为已经严格遵守医

嘱，对肉类、海鲜等嘌呤含量高的食

物全部拒绝。这次入院，尿酸升高的

原因居然还是因为“吃不对路”。

“高尿酸已成为继高血糖、高血

压、高血脂之后的‘第四高’，作为代

谢类疾病，不仅会引起痛风，而且会

对患者全身造成损害。”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杨

磊介绍说，其实，素食中也暗藏“尿酸

炸弹”，要想更好地控制尿酸，预防痛

风，就要远离这些“嘌呤大户”：

十字花科蔬菜。像花菜、西蓝花

等，这类蔬菜会抑制体内尿酸排出，

痛风患者不宜多吃。

豆芽菜。众所周知，豆腐、豆干、

腐竹、豆腐皮等豆制品属于高嘌呤食

物，痛风病人要远离。殊不知，绿豆

芽、黄豆芽、豆苗等蔬菜，嘌呤含量也

比较高，痛风人群同样不适合食用。

芦笋。每百克芦笋的嘌呤含量

高达500毫克，比普通海鲜的嘌呤含

量还高，痛风患者不可进食。

菌菇类。尤其是香菇，据食物嘌

呤含量表得出来的数据，每百克香菇

中嘌呤含量通常在200毫克以上，属

于高嘌呤食物，不适合痛风患者吃。

紫菜。每百克紫菜中含有274毫

克的嘌呤，痛风患者不宜多吃。

草酸含量高的蔬菜。如菠菜、茭

白、韭菜、苋菜、竹笋等，摄入过多的

草酸会在体内和尿酸争夺排泄机会，

痛风患者不要一次性食用过多。

高糖水果，如葡萄、苹果、奇异

果、龙眼、柿子、香蕉、柑橘、桃、李、杏

等，虽然嘌呤含量不高，但会导致人

体对胰岛素出现抵抗，间接导致尿酸

排泄减少。

郑大二附院添三大中心平台
更利于提高推广结石病因诊治、膀胱肿瘤早发现、前列腺增生剜除

长期素食也会尿酸高
痛风病人远离这些“嘌呤大户”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马珂

20岁的玲玲（化名）是一名在校

大学生，在一次体检中，彩超显示她

的胰腺长了一颗直径8厘米的巨大

肿瘤。玲玲的父母上网查询相关知

识，得知胰腺肿瘤临床治疗效果不

佳，一家人为此陷入无比的恐惧和

悲伤之中。

尽管如此，玲玲的父母还是下

定决心尽力给女儿最好的治疗。经

过多方打听，他们来到了郑州大学

第五附属医院肝胆胰腺外科。

8月16日，记者在郑大五附院，

采访了接诊玲玲的肝胆胰腺外科主

任、教授李晓勇。

李晓勇告诉记者，他对玲玲的

彩超报告进行了仔细研判，凭借丰

富的临床经验，基本断定不是家长

所担心的胰腺癌。闻听李晓勇的

话，玲玲一家人的心情也放松了许

多。玲玲的主治医师陈升阳安排她

做了增强CT及MRI等术前评估检

查，结果提示，玲玲胰腺实性假乳头

状瘤的可能性极大（一种预后较好

的胰腺肿瘤）。

由于玲玲的肿瘤巨大，局部胆

管、胰管被推挤明显，肿瘤周边比邻

关系复杂，李晓勇带领团队制订了手

术方案：腹腔镜下胰腺肿瘤切除，若

术中肿瘤侵犯比邻胆管或胰管，再改

行胆肠吻合手术或胰十二指肠切除

手术。

据记者了解，腹腔镜下胰腺肿

瘤局部切除，对主刀医师是一种高

难度的技术挑战，如果手术失败，将

不得不切除患者的数个腹腔脏器，

再行复杂的脏器吻合（胰腺小肠吻

合、胆管小肠吻合、胃小肠吻合），且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这对

于人生才刚刚开始的玲玲来讲，将

是多么残酷的结果。

经过详细的术前讨论、麻醉评

估等多项准备工作，在该院麻醉科

胡强夫主任医师团队及手术室护理

团队的精心配合下，李晓勇、陈升阳

团队成功对玲玲实施了腹腔镜下胰

腺肿瘤切除术，玲玲的胰腺、胆管、

十二指肠均得到了完整保留。玲玲

的术后病理检查结果同术前诊断一

致：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

在围手术期，玲玲得到了肝胆胰

腺外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恢复效果良好。

记者采访当天，玲玲痊愈出院，

预计在家休养一个月后就可以重返

校园，开始和常人一样的学习、生活，

笼罩一家人多日的阴霾一扫而空。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路瑞娜

8月 10日，73岁的杨阿姨因反复

脑梗被送到郑州市中医院。杨阿姨的

脑动脉造影显示，其颅内动脉重度狭

窄，同时合并动脉瘤。

该院脑病一科主任楚海波、副主

任郭锐带领团队对杨阿姨的病情展开

了讨论：颅内动脉狭窄处理起来不难，

但是狭窄处合并动脉瘤处理起来就没

那么容易。如果用支架处理狭窄，有

可能压迫动脉瘤，造成破裂出血；如果

通过介入栓塞来处理动脉瘤，则可能

因为栓塞材料造成支架释放不全。经

过反复权衡，团队最后决定尽快为患

者进行全麻下介入手术。

8月 14日，在该院麻醉科的全力

配合下，脑病一科介入团队为杨阿姨

进行了颅内动脉狭窄合并动脉瘤手术

治疗：先往颅内动脉送入导丝，用球囊

在狭窄处进行预扩张，改善供血。然

后在动脉瘤腔内预埋栓塞微导管，将

支架送入狭窄处撑开。最后在预埋

的微导管内置入弹簧圈将动脉瘤栓

塞……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刀尖上绣

花”，手术完成。杨阿姨的脑动脉造影

显示，血管该闭的闭（动脉瘤血管），该

通的通（正常血管），达到了手术预期。

8月 15日上午，杨阿姨各项指标

平稳，已经可以下床活动。

“嘀——嘀——嘀——”8月9日，接

听到这样的提示音，漯河市中心医院心

内科二病区主任蔡继锐立即展开一连串

娴熟的操作：打开手机，查看远程传输过

来的心电图，迅速判图，宽QRS心动过

速！随即连线患者所在诊所指导医生给

予初步处理，然后拨打医院急救电话。

第一时间接诊紧急送来的患者，蔡

继锐判断其为甲状腺风暴，遂给予大剂

量激素与血浆置换。患者很快好转，已

于近期出院。

在漯河市中心医院远程心电诊断中

心，这样的提示铃声不时响起，心内科的

医护团队闻“铃”而动，为病患治疗方案

提供精准依据。

8月16日，记者走访时看到，该院心

内科医生借助此平台，根据30多公里外

的漯河市老窝镇卫生院传来的心电信息

及患者临床检查结果，和该卫生院医生

连线，一起制订治疗方案。患者从检查

到用药历时10分钟。

“之前，漯河市所辖各区村卫生室都

没有心电检查设备，乡镇卫生院虽然可

以进行相关检查，但存在不会诊断或诊

断不够精准的现象。该平台创建后，通

过一个可穿戴设备，把漯河市中心医院、

基层医疗机构和患者连接起来。”漯河市

中心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学术带头

人刘东亮告诉记者。

目前，该平台已在全市 100家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铺开，自创办运行以

来，共收到有效心电图1444份，预警心

电图173份，危急心电图21份。

“该平台可以实现对基层医院的医

疗帮扶和技术支持，贴合国家医改方

向。下一步，我们将与各级医疗机构一

起携手，将这张网越织越大、越织越密，

为更好地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健康、打造

‘健康漯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漯河

市中心医院院长王海蛟说。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谷运岭）

头晕，走路不稳，感觉像踩在棉

花上，连抬腿都很吃力，怎么回事？

结合临床实践，这多数是因为

颈椎病，尤其是脊髓型颈椎病所致。

颈椎病为何会出现脚踩棉花

感？颈椎长久用力，颈部附近的肌

肉力量下降，若此时存在剧烈运动、

长期姿势不良等因素，会造成脊髓

受压或者缺血，逐渐导致双下肢麻

木、发冷、疼痛，伴随的走路不稳、步

态笨拙、头重脚轻感受，就如同踩棉

花。颈椎病是日积月累的不良习惯

导致的，发生初期这种脚踩棉花感

只是偶尔发作，若不能及时治疗症

状会日渐加重。

如何预防颈椎病？首先，也是

最重要的，坐姿正确，颈肩部放松，

避免长久低头伏案。其次，有意识

地进行颈椎操锻炼。每工作1~2个

小时，就活动一下头颈部，活动时应

轻柔、缓慢。但颈椎病患者一定要

遵医嘱，不可盲目活动。最后，乘

车系好安全带。乘坐快速交通工

具，遇到急刹车，头部向前冲去，颈

椎容易发生“挥鞭样”损伤。建议

常用的三点式安全带，以用力挺身

可拉出10~15厘米为宜，头枕位于

枕部最高点略靠下，座位后倾角最

好在15°~30°。

很多颈椎病患者喜欢通过按摩

缓解头晕症状，在此郑重提醒，按摩

应到正规医院进行，明确病因和椎

体病变部位之前最好不要按摩。

颈椎病患者遭遇寒冷刺激，颈

部疼痛会加重，建议春夏空调温度

不要调得太低，不要将空调、风扇直

接对着脖子吹，秋冬季最好穿高领

衣服，夜间睡眠时注意防止颈肩部

受凉。

一个人一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

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所以枕头的

高度对颈椎很重要。一般侧躺时，

枕头高度为一侧肩宽；平躺时，枕头

高度为6~7厘米。 （陈慧）

妙龄少女刚刚开启大学生活，一份体检报告让全家陷入崩溃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切除记

漯河市中心医院

“心电一张网”惠民生

颅内动脉狭窄合并动脉瘤
郑州市中医院为一老人一次手术解决

医疗前沿医疗前沿

食物中的嘌呤被身体代谢转

化为尿酸，只是人体中很小的一部

分，大约占到1/5，剩余4/5的尿酸

则是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换句

话说，人体尿酸高并不完全取决于

摄入，饮食调节只是控制尿酸的方

法之一。尿酸排泄量不足，才是引

起尿酸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不少生

活习惯，则会影响尿酸排泄。

对痛风患者而言，没有哪种酒

是能喝的。酒精进入体内代谢产

生乳酸，会抑制尿酸的排出，从而

诱发痛风。啤酒因为含有二氧化

碳，吸收迅速，且二氧化碳转化成

碳酸，引起尿酸排出受阻，发生痛

风的风险更高。

熬夜加班、过度劳累，可使人

体自主神经调节紊乱，易致体表及

内脏血管包括肾血管收缩，从而引

起尿酸代谢异常，排泄减少。专家

建议，每晚最好11点前睡觉，保证

7～8小时的良好睡眠。

长期缺乏运动，可导致新陈代

谢变慢，影响尿酸排泄。建议每半

小时起来活动活动，每天进行30

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

游泳、骑单车、打太极、瑜伽等。值

得注意的是，运动强度过高反而会

造成乳酸堆积，不利于尿酸排泄。

另外，长期憋尿有损肾脏，而

尿酸产生后2/3是经过肾脏排泄

出体外的，肾一旦出现损伤，排泄

废物的功能下降，容易造成尿酸堆

积。

走路就像踩棉花走路就像踩棉花多数是因颈椎病多数是因颈椎病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是一种极其少见的胰腺外分泌肿瘤，仅占所

有胰腺类肿瘤的0.13%～2.7%。但有研究指出，自2000年以来，胰腺实

性假乳头状瘤发病率提高了7倍。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好发于年轻女性，平均发病年龄为25岁，男

女发病比约为1∶10，男性患者的恶性程度较女性高，更易发生肿瘤复

发或转移，其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手术治疗是理想的根治性

手段，术后5年生存率达95%以上，较少发生肿瘤复发或转移情况。

控制尿酸不升高，最好——

不喝酒 别劳累 多运动

小贴士

▲8月14日，海南省海口市核酸采样点，
郑大五附院医疗队队员的身影格外醒目。针
对海南省本轮新冠肺炎疫情，该院100名医护

人员组成医疗队火速前来驰援。王元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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