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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个团
圆节，更是美食节。亲朋好友欢聚
一堂谈笑风生，大块吃肉、大口喝
酒，不知不觉越吃越多。而油脂类
食物摄入过多、饮酒过量、饮食不注
意卫生等都会导致胃肠道负担过
重。冬季本就是消化道疾病高发
季，每年春节期间，急性胃肠炎、胆
囊炎急性发作、急性胰腺炎等消化
道疾病便会成为“春节病”的高发病
种。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
下简称总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游旭
东提醒，节日期间，市民要严把饮食
关，打赢春节保“胃”战。

急性消化道疾病高发
高危人群远离大荤大油

游旭东介绍，春节期间，市民餐
桌上的食物以高蛋白、高脂肪、高
糖、高盐食物为主，加上饮酒增多，
消化系统常常超负荷运行，极易诱
发急性胃肠炎、急性胰腺炎、胆道疾
病和消化道溃疡等病，尤其是急性
胰腺炎，发病急且十分凶险，重症急
性胰腺炎死亡率高达50%左右。

“几乎每年春节，急诊科都会收
治急性胰腺炎患者，如果送治不及
时，患者很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游
旭东说，急性胰腺炎典型临床表现
是出现上腹部，特别是左上腹部急
性疼痛，并伴有呕吐等症状，一旦发
病须及时就医。

游旭东建议，春节期间，市民应
科学健康饮食，切忌暴饮暴食和饮
酒，特别是有胆结石、高脂血症和肥

胖的人，都属胰腺炎高危人群，尽量
不吃或少吃油腻食物，最好不沾酒。

消化道肿瘤发病率高
警惕没有诱因的消化道不适

消化道是维系人体健康的生命
通道，堪称身体“最劳累的系统”，是
人体的“营养生产中心”，也是人体
最大的免疫器官，是维护人体健康
的天然屏障。消化系统健康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消化道肿瘤
患者呈年轻化、上升的趋势。”游旭东
说，以往消化道肿瘤多发生在45岁
以上人群，但目前在临床中出现了

20-30岁甚至更年轻的消化道肿瘤
患者。消化道肿瘤早期常常没有特
别的症状，或者症状轻微，很少引起
患者重视，以致耽误了早期治疗的
时机。

47岁的高女士是我市某事业单
位职工，在一次单位组织的体检中被
查出肠道息肉癌变。“平时也没有不
适症状，没想到自己竟然得了肠癌。”
高女士说，如果早一点进行胃肠镜检
查，早发现息肉，及时进行内镜下微
创手术切除，完全可以避免癌变。

据悉，消化道肿瘤是指自食管
入口至直肠整个消化道的良恶性肿
瘤，包括消化道间质瘤、腺瘤、息肉
及消化道各类癌等。在中国恶性肿
瘤发病率、死亡率排名前六位中，消

化道恶性肿瘤占据半壁江山，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消化道肿瘤较高的
死亡率与患者获得分期诊断较晚有
关系。

游旭东介绍，引起消化道肿瘤
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两个：一是遗
传因素，另外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
和饮食习惯。这里说的不良饮食习
惯指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高脂、高蛋
白、低纤维、高盐、烤熏腌食物吃得
太多。但相对于遗传因素来说，这
一因素还是次要的。有家族史、腺
瘤、息肉、溃疡性结肠炎等都是患消
化道肿瘤的危险因素。

重视胃肠镜检查
实现消化道癌早发现早诊治

对于如何预防消化道肿瘤，游
旭东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
根本。首先，市民日常饮食应以清
淡为主，多吃新鲜水果、蔬菜，少吃
烤、熏、腌食物。其次，警惕无故出
现的便血、消瘦、腹部胀痛，及时到
医院检查。他提醒，45岁以上的人
群体检时要加入胃镜和肠镜检查，
以排检是否患上消化道肿瘤，此后
可以相隔2-3年查一次。

消化道肿瘤不仅症状隐匿，而
且抽血、超声、CT等一般检查手段难
以发现。确定是否存在消化道肿瘤
最简单和最可靠的检查方法就是胃
肠镜检查。胃肠镜也是确诊消化道
早癌的“金标准”。通过胃肠镜检
查，医生可直观地观察胃肠道内的
真实情况，发现消化道肿瘤后，可以

直接进行内镜下肿瘤切除。需做病
理确诊的，还可取活体组织进一步
检测。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无痛
胃肠镜技术已非常成熟，患者可在
无任何痛苦的状态下接受胃肠镜检
查和治疗，大可不必谈“镜”色变。

作为内科系统的重点科室之
一，总医院消化内科经过多年发展，
已成为拥有两个病区、三个专科门
诊、一个内镜中心的规模化专科，目
前该科室正在建设消化疾病实验
室，其综合化硬件实力将为鹰城百
姓的消化系统健康保驾护航。

此外，总医院消化内科人才软
实力雄厚，人才梯队合理。科室拥
有医生13人、护理人员40人，其中
医护人员高级职称12人、正高级职
称3人、研究生学历9人。人才实
力在省市范围内领先，由一批优秀
专家领航的专科建设达到省内先进
水平。

在各种胃病、急慢性胰腺炎、消
化道大出血、肝硬化腹水、中毒及消
化系统疑难病、危重症的临床诊断
治疗中，总医院消化内科的技术优
势突出。科室内镜诊疗技术先进，
尤其在内镜下诊断消化道早期癌症
及治疗消化道良恶性肿瘤、食管及
幽门良恶性狭窄、支架置入、各种异
物（包括支架）取出等方面达到省内
先进水平，成为鹰城众多职工、市民
体检和诊疗的首选科室。近几年
来，科室还配备了国际高端胃肠镜、
胶囊内镜及胃肠镜诊疗设备，其综
合化硬件实力成为河南省消化内科
诊疗规模的典范。 （李莹）

节日病增多 消化道最受伤
总医院专家提醒：远离“消化系统病”维护生命健康

□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王春英 苗四海

本报讯“市妇幼保健院小儿疝
气手术切口很小，手术完不到三天
就出院了，孩子没受啥罪。”近日，一
疝气患儿从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
康复出院时，他的妈妈高兴地说。

这名患儿1岁6个月大，3个月
前被诊断为双侧腹股沟疝气，医生
建议手术治疗。经多方打听，患儿
的父母决定带孩子到我市最早开展
小儿外科手术的市妇幼保健院治
疗。1月30日，河南省援外先进个
人、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副主任、
硕士研究生杨拥民热情地接待了他
们。1月31日，他亲自执刀，成功为
这名患儿实施了手术。

小儿腹股沟疝气如果得不到及
时治疗，会引发很多并发症：一是影
响消化系统功能，出现下腹部坠胀、
腹痛、便秘、吸收功能差等；二是影
响生殖系统发育；三是发生疝气嵌
顿，引起腹部剧烈疼痛及肠梗阻、肠
管坏死等严重并发症，如不及时处
理，还有可能危及生命。因为孩子
小，风险大，很多地方不愿意做这种
手术。作为我市唯一一家地市级妇
幼医疗保健机构，市妇幼保健院勇
担重任，于2007年在我市率先成立
小儿外科，配备了全市最好的专科
设备，开展了小儿疝气、小儿肿瘤、
小儿畸形、产房外科等一系列国内
新型小儿外科手术。为让疝气患儿
得到更好的治疗，减少痛苦，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身为市医学会小儿外

科学会副主任委员的杨拥民带领小
儿外科团队刻苦钻研专业技能，经
过不断改进，率先在我市开展了新
型小儿疝气术，由传统切口，需缝
合、拆线的小儿疝气手术，改良成现
在的小切口、不用缝合、不用拆线的
新型小儿疝气手术，这种技术改进
不仅大幅度减少了患儿痛苦和治疗
费用，还把原来的术后7天左右出院
压缩为三天左右出院。

“自2007年小儿外科成立后，我
科开展了不少小儿疝气手术。到目
前为止，已成功实施新型小儿腹股
沟疝气手术数百例，在患儿家长中
树立了良好口碑。”杨拥民说。

杨拥民提醒家长：小儿腹股沟
疝气主要临床表现是孩子腹股沟
一侧或两侧有时隐时现的包块，通
常在孩子站立、蹦跳、哭闹等腹压增
高的情况下，包块明显突起，有时
会延伸至阴囊或阴唇部位。因此，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此处有异常，要
提高警惕，及早带孩子到医院诊
治。另外，形成疝气的主要原因之
一是腹压升高，所以婴儿期不要将
孩子的腹部裹得太紧；不要让孩子
大声咳嗽、啼哭；吃些易消化、含纤
维素多的食物，保持大便通畅，如果
孩子大便干燥，应采取通便措施。
对女孩来说，虽然疝气的发病率较
低，但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女孩一
旦发病，常有卵巢、输卵管进入疝
囊。总之，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的腹股
沟、阴囊、阴唇部位有异常，应及时就
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避免并发
症的发生。

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

小切口不缝合新型小儿疝气手术
让患儿两三天轻松出院 本报讯 近日，由平煤神马

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
院）骨关节科引进的规范化综合
治疗方法让十余位肩周炎患者
告别了疼痛，重拾肩关节健康。
这种以肩关节周围神经阻滞治
疗为核心的综合疗法，治疗疼痛
更精准、微创、安全，其确切的疗
效在患者中口口相传，成为肩关
节疼痛患者的首选。

46岁的聂女士是我市某事
业单位的职工，半年前一次出差
中，由于行李过重肩膀用力过
度，导致突发急性肩关节疼痛。
一开始她以为歇两天就没事儿
了，谁知半年过去了，聂女士的
肩关节疼痛逐渐演变成胳膊抬
不起、肩关节持续疼痛、活动受
限，在我市某医院检查后被诊
断为肩峰下滑膜炎，医生建议
她进行肩关节镜下治疗。惧怕
手术风险的聂女士没有接受。
一个月前，聂女士听说了总医
院骨关节科的神经阻滞疗法，
赶忙找到了从北京积水潭医
院进修回来的该科医生王跃
华。通过手法松解，配合肩关
节周围神经阻滞治疗，聂女士
的疼痛症状消失，活动受限情
况也得到了改善，工作和生活恢
复了正常。

同样从该项技术中获益的
还有50岁的姚先生。家住驻马
店的姚先生因长期劳累导致肩
周炎。为治病四处求医的他打
听到了总医院开展的肩关节周
围神经阻滞疗法。通过手法松
解和神经阻滞治疗，姚先生的肩
关节疼痛症状明显缓解。

据王跃华介绍，人们常说的

肩周炎又称“五十肩”，好发年龄
50岁左右。近年来，随着电脑、
手机应用的普及，人们上肢局部
运动大大增加，肩关节常常固定
在某个位置上运动，长时间下
来，相应的肌肉、肌腱、韧带、滑
囊持续和反复挤压、摩擦，如果
得不到适当的缓解和放松，就会
形成慢性劳损，产生炎症。

王跃华称，医学中，肩周炎
又称“冻结肩”，分为原发性（如
糖尿病患者高发）和继发性（外
伤、劳累、受凉导致）。患者刚发
病时表现为肩部疼痛，由于病程
发展是渐进式的，所以很容易被
忽视。事实上，如果得不到有效
的治疗，之后可能严重影响肩关
节的活动功能。

据了解，以往对肩周炎主要
以保守治疗为主，包括口服消炎
镇痛药、痛点局部封闭、按摩推
拿等，但就效果来看均不太理
想。近年来，肩关节镜治疗逐渐
普及，但不少患者因惧怕手术风
险而选择放弃。现如今，随着神
经阻滞治疗的临床应用，这一疗
效更为确切的疗法已成为越来
越多医生和病人的选择。

王跃华介绍，简单来说，神
经阻滞技术就是在超声的引导
下定位，将消炎药注入病变部
位，使药物能直接作用于肩峰下
滑囊炎、肱二头肌长头腱肌腱炎
等，所以疗效更显著。而超声技
术的运用，也提高了靶目标神经
定位的准确性，避免血管内注
射，减少并发症，可实时观察注
射后药物的扩散状况，保障了治
疗的安全性。

（李莹）

肩周炎有了新疗法
神经阻滞治疗让您告别“疼痛”

昨天，消化内科主任游旭东在查看一位接受食道支架手术治疗患
者的康复医学影像资料。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副
主任杨拥民（左）在给患儿做手
术。 李明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