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孩子在河南省儿童医院干预治疗一
年了，现在已经6岁，目前在上学前班。孩子
与人交流互动还是不行，简单的要求和主动
语言都会，对情景语言和泛化现象较差。请
问朱主任应该再进行什么样的治疗？

网友咨询：

根据孩子的情况，您现在可以继续让
孩子正常进行学前班教育，周末或寒暑假
来医院强化训练即可。

《寻医问药》栏目旨在为广大患者与医生、医生与医生之间搭
建起咨询交流的平台。该栏目专家团队由全省各科专家组成。

如果您想寻医问药，我们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在栏目中为您
一对一答疑解惑。欢迎读者朋友联系我们，积极参与该栏目的
互动交流。同时，请关注“医药卫生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
在线咨询专家，也可以加QQ（一种流行的中文网络即时通信
软件）进行咨询。

微信公众号：yiyaoweishengbao QQ：5615865

朱晓华医师：

专家：河南省儿童医院 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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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为基层医生的日常诊疗工作提供帮助，本
版对内容进行了调整，设置了《专家连线》《实用验方》《误诊
误治》《经验之谈》《临床提醒》《急救技巧》等栏目。请您关
注，并提供稿件或建议。

稿件要求：尽量原创，言之有物，具体可行；需要 1000
字以内；可以用小故事开头，以增加趣味性。

联系人：朱忱飞
电话：（0371）85967338
投稿邮箱：5615865@qq.com
邮政编码：450000
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河南省

卫生计生委8楼医药卫生报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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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名片：

擅长领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腔内血管外科主任李震：

眼前发黑、头晕，小心颈动脉狭窄

（以上验方由倪世俊提供）

李震，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委员、中
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放
射学分会放射介入学组青年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
流促进会中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
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等；担任《中国血管外科杂
志》《临床肝胆病杂志》等科技核心期刊编委及常务编委；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
项；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主编和参编血管外科专著 9
部；是河南省血管疾病科技创新团队及河南省血管疾病
院士工作站负责人。

李震擅长门静脉高压症、布加氏综合征、顽固性腹水、颈
动脉狭窄、颈动脉瘤、颈动脉体瘤、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胸
腹主动脉瘤、急性主动脉夹层、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的诊治。

许主任，您好！请问左肾中度积水，发
病时伴有疼痛、发热，该怎样治疗呢？

读者咨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会比较复杂。肾
积水是因为肾盂出口或输尿管有梗阻，先
要明确梗阻的病因。合并发热和疼痛就
是提示患者不能再延误治疗了，应尽快到
医院接受治疗。

许长宝医师：

专家：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许长宝

成千上万的高中毕业生即
将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
性考试，但是有这么一些人却站
在角落里保持沉默。他们就是
近年来不断增多的高中毕业生
抑郁症患者。他们正经受着常
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与孤独，每天
完成大量的作业，期望考入心仪
已久的高校。对于此刻的他们
来说，是难熬的痛苦与艰辛的期
望。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张中
发主任医师指出，近年来，前来
就诊的高中生越来越多，特别是
临近高三下学期，很多家长都非
常担心，既想让孩子顺利参加高
考，又害怕孩子病情加重而损害
身心健康。

张中发说：“在这类患者
中，特别是心气高、求胜心强、
性格内向的高中生，已然成为

抑郁症高发人群。”那么，为何
高中生容易患上抑郁症呢？张
中发说是因为学习压力陡增和
生活方式改变这两个主要因
素。

学习压力陡增：从某种意义
上说，因高中生学习压力突然增
大，担心学习跟不上等而致抑郁
症发病率上升，目前，抑郁症已
成为高中生心理健康方面的主
要疾病。

生活方式改变：学生从初中
进入高中后，基本上都需要住校
学习。环境的改变迫使学生要
在生活上快速独立起来，这样就
使得原先在家养尊处优的生活
方式突然消失，一些自主能力差
的学生会因此而不适应，从而造
成心理上的落差。这些学生会
因一两次的考试失利，或是作业
完不成等造成内心焦虑、空虚，

进而无心学习等。这些都是导
致抑郁症的催化剂。

如果学生不随时调节自己
的心理情绪，就会导致抑郁症的
发生。张中发认为，当孩子出现
抑郁症的征兆时，首先要找专业
的医生进行明确诊断，在对症用
药的同时，家长需要多和孩子交
流沟通，可尝试多带孩子参加户
外活动，减少孩子独处的时间。
孩子独处的时间越短，就越容易
摆脱抑郁症的困扰。

其次，多给孩子吃一些可
以帮助消除压力和紧张情绪的
食物。例如，多吃富含氨基酸
的食品有助于稳定情绪，对抗
抑郁。鱼、虾、海参、螺类、奶制
品、豆制品、坚果以及菌类比较
适合。

抑郁症三大日常症状
一、不自信：患者往往过分

贬低自己的能力，以消极和否
定的心态看待自己。患者常常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干任何事
情都不行。轻者心情不佳、苦
恼、忧伤，终日唉声叹气；严重
者情绪低沉、悲观、绝望，有自
杀倾向。

二、无诱因的疲劳感：患者
整天感觉自己身体疲倦，上课总
是打瞌睡，精力集中不起来，缺
乏或者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轻者会主动回避与同学
们的交往；严重者会把自己封闭
起来，不愿意去学校，甚至不愿
意同父母交流。

三、睡眠障碍：有 50%~75%
左右的抑郁症患者伴有睡眠障
碍，患者通常入睡困难，或者是
无法进入深睡眠，容易惊醒，醒
后又处于抑郁心情之中。患者
如伴有焦虑症，则表现为入睡困
难和噩梦多等。

初夏，备战高考，谨防毕业生抑郁症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席 娜

阳春白雪膏验方
白茯苓、怀山药、芡实米、莲肉各125克，均研成细末。将陈

仓米250克与糯米250克蒸熟，加白糖375克，并加入上述4味中
药末，搅拌至均匀，压为小饼状，晒干收藏。每天早、晚食两块。
具有养元气、健脾胃、生肌润肤、益血强筋、安神定志之功效。

琼玉膏验方
生地黄4公斤（熬煮后取其药汁），人参375克研成末，白茯

苓750克研成末，白蜜2.5公斤滤净，共同拌匀装瓶，竹叶封口，
再置于砂锅内。用桑柴火煮3天，再用蜡重封瓶口，悬于井中阴
凉水上一夜，取出倒入砂锅再熬成膏。每天早晚各一匙。具有
开心益智、白发转黑、延年之功效。

常某，女，28 岁，已婚，诉
说右下腹疼痛，轻呕。

诊察：患者面色苍白，食
欲不振，双下肢自觉蜷曲姿
势；右下腹阑尾部反应点压
痛；反跳痛，拒按；体温36摄氏
度；月事正常，无妊娠反应；有
轻度头晕、乏力。按阑尾炎处
理。

患者在补液、抗菌药物
应用约两小时后，腹痛、头晕
加重，全身乏力，血压无回升
迹象，随即转院。患者转院
后进一步彩超检查显示，右
侧输卵管受孕两个月，破裂
出血 600 毫升。医院按宫外
孕处理。

按：此病人极易误诊的几
个方面。一是右侧输卵管内
受孕部位和阑尾解剖部位相
邻，症状相似；二是孕后仍有
经血，无停经史、早孕反应
史。只是经血量比平时少，故

患者漫不经心，误以为无停经
史。中医称之为“暗孕”。三
是患者否认有怀孕史。这些
均是容易引起误诊的重要原
因。其中还应该认真地观察
血压的细微变化。若在持续
补液后，血压不升或者反降，
根据临床表现及疼痛的部位、
程度，应考虑到有出血的可
能。

问诊经血量时，必须问
其经血量与平时经血量的相
比有何变化，防止“暗孕”发
生 。 尤 其 是 右 下 腹 部 疼 痛
时，问诊要细，检查要谨慎，
做好双向考虑。

常某输卵管先天性发育
不良的可能性尽管不大，但
是后天机体调节机能失常，
输卵管局部机能出现障碍或
输卵管炎症后引起的管腔狭
窄、粘连等原因均能诱发宫
外孕。

宫外孕误诊案例分析
长葛市石象镇卫生室 常新有 常炎锋

张某，女，68岁，诉说右侧
腹股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2个
月。患者2个月前无明显诱因
右腰部和腹股沟出现数个斑
丘疹伴水疱形成，性质为针扎
样疼痛，接受“外敷、埋针、中
药”等治疗后（具体用药不
详），症状缓解。水疱破溃伴
结痂形成，皮损逐渐恢复正
常，遗留轻度色素沉着，但疱
疹区域仍有“针刺样、灼烧样
疼痛”，穿衣时明显，阵发性加
重，影响睡眠。发病以来，患
者神志尚可、精神一般，无低
热、盗汗、咳嗽，纳眠可，体重
无明显改变。

查体：右腰部和腹股沟可
见色素沉着，右腹股沟疱疹区
域色浅且有异常感，存在痛觉
过敏、痛觉超敏。发作时VAS
（视 觉 模 拟 评 分 法）评 分 7
分。

辅助检查：血常规（-）、肝
肾功（-）、肿瘤标志物（-）。

患者瘫痪，大小便异常，

感觉减退或消失，以及四肢腱
反射亢进，病理反射征显示阳
性。

诊断：带状疱疹后神经
痛。

治疗：经弧刃针标准疗法
（火灸、红外线、弧刃针松解、
臭氧、药物、体操等）治疗 2 周
后，患者原疱疹区域疼痛基本
消失，穿衣摩擦时无感觉异
常。

1 个月后，患者局部疼痛
稍反复，继续用弧刃针标准疗
法治疗一周后症状缓解，3 个
月后恢复良好。

评论：根据病案，我们来
分析一下弧刃针标准疗法是
如何治疗患者的。

1.疱疹区域采用火灸治
疗，具有通络止痛的作用。

2.在疱疹区域应用弧刃针
皮下刺扫法治疗，快速解除疱
疹区域局部粘连，缓解局部肌
纤维韧带的挛缩和痉挛，解除
了卡压，阻断了刺激，加速了

血运，消除了无菌性炎症。
3.皮下臭氧注射，加快无

菌性炎症的消除，起到镇痛
作用；直接作用于外周神经末
梢，促进脑啡肽等物质释放，
达到镇痛作用；局部注射后刺
激抗氧化酶的过度表达，清除
氧自由基，产生镇痛作用；引
起 中 脑 导 水 管 周 围 灰 质 中
P2X3受体表达增加，起到治疗
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作用。

4.营养神经（如神经妥乐
平）、钙通道阻滞剂（加巴喷
丁）。

5.艾灸扶
正固本疗效显
著 ，多 方
位 、多 靶
点综合治
疗 ，有 效
率 高 达
90%以上。

中医诊治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河南省中医院 张中义

朱晓华

许长宝

患者病变部位会因轻微触碰或温度的微小变化而诱发疼
痛。疼痛部位常伴有一些紧束、麻木、蚁行感或瘙痒感等异样
感。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治疗和预后可能不像其他疾病那么
好。据统计，30%~50%患者的疼痛持续超过1年，部分病程可
达10年或更长。

权威的标准为治疗后疼痛评分较基线降低≥30%即认为
临床有效；降低≥50%即为明显改善。

患者应尽早有效地控制疼痛，缓解伴随的睡眠和情感障
碍，提高生活质量。

患者应尽早、足量、足疗程及联合治疗，治疗周期可能是
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病案分享

主要疼痛特点

治疗目的

治疗原则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后的判断标准

近年来，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就是带状疱疹愈合后持续1个月以上的疼痛，是带状
疱疹最常见的并发症，属于典型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其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
增加。

该病临床主要表现为疱疹区域的疼痛，多发生在单侧胸部、三叉神经（主
要是眼支）或颈部，其中胸部占50%，头面部、颈部及腰部分别占10%和20%，
骶尾部占2%~8%，其他部位<1%。疼痛性质多样，可为烧灼样痛、电击样痛、
刀割样痛、针刺样痛或撕裂样痛。

专家连线专家连线

菊花延龄膏验方

白鲜菊花瓣，用水熬透去
渣取药汁，用小火熬成浓药
汁，兑少量白蜜收膏。每天早
晚 口 服 10 克 ，用 白 开 水 送
下。有明目、乌发之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