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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中医院传真

颈椎病是由颈椎骨质增生、颈
项韧带钙化、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
等刺激、压迫颈部神经脊髓血管而
引起的一系列症状或体征，是一种
常见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人。近年
来，随着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工作
压力、学习压力的不断增加，再加上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颈椎病的高发
人群呈年轻化趋势。

长时间低头看书或坐办公室的
人员，头部、颈部外伤人员，颈椎结
构发育不良者，姿势不良者（如躺在
床上看电视、看书等）易发生颈椎
病。

分型和症状
颈型：颈项或肩背部酸、胀、疼

痛，僵硬，清晨或起床时加重。
神经根型：多呈触电样、针刺样

痛，可从颈根部向肩、上臂、前臂等

部位放射，多有麻木感。夜间症状
加重，影响睡眠。严重者上肢肌肉
萎缩无力，活动受限。

椎动脉型：眩晕、头痛。头痛多
为发作性，转动头部或乘车颠簸时
发生或加重。疼痛剧烈时，常伴有
恶心、呕吐等症状。

脊髓型：双下肢感到麻木、发
冷、疼痛、无力。走路时双足有踩棉
花感，步态不稳，易跌倒。休息时缓
解，劳累时加重，时缓时剧，严重时
可出现双下肢或四肢瘫痪、二便失
禁。

交感神经型：头晕、头痛或偏头
痛。患者经常感觉头脑不清，昏昏
沉沉，甚至视线模糊，听力减退，记
忆力明显下降。

如何防范
颈椎病患者应加强颈肩部肌肉

的锻炼，在工作空闲时，做头部及双
上肢的前屈、后伸及旋转运动，既可
缓解疲劳，又能增强肌肉的韧度，从
而有利于颈段脊柱的稳定性，增强
颈肩部位顺应颈部突然变化的能
力。

纠正不良的姿势和习惯，避免高
枕睡眠，不要偏头耸肩，谈话、看书时
要正面注视，要保持脊柱的正直。

注意颈肩部位的保暖，避免头
颈部位承担重物，避免过度疲劳。

及时治疗颈肩、背部位的软组
织劳损，防止其发展为颈椎病。

治疗方法
颈椎病的治疗方法分为非手术

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类。一般来说，
脊髓型颈椎病一旦被诊断明确，应
尽早进行手术治疗，解除脊髓受压，
重建局部稳定性，为脊髓功能的恢
复创造更好的条件。一味地延误手
术时机将会影响脊髓功能的恢复，

从而错过最佳恢复时期。对于其他
各型颈椎病，绝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
保守治疗得到有效缓解，只有个别反
复发作。症状严重，长期系统保守治
疗无效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疗：
药物治疗：治疗方法宜采用平

乐郭氏正骨气血论治项痹的治疗原
则，注重补肾填精、祛风活络止痛，
可内服颈痛消丸、椎间盘丸、养血止
痛丸、加味益气丸等中成药，或外用
平乐展筋酊、平乐展筋丹、七珠展筋
散、舒筋活血止痛膏贴敷等，对症状
的缓解均有很好的疗效。

颈椎牵引疗法：通过牵引使椎
体间隙增宽，同时限制颈椎活动，从
而减轻颈椎间盘压力，适用于除脊
髓型之外的各类颈椎病，对早期病
例更为有效。

推拿按摩疗法：可采用轻柔渗
透的揉法进行局部推拿治疗，能有

效缓解局部肌肉紧张痉挛，恢复颈
椎活动，松解神经根及软组织粘
连。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进行不当推
拿易加重症状，甚至导致截瘫。

理疗：一般认为，急性期可进行
超声波、紫外线等理疗，疼痛减轻后
用感应电或其他热疗。

热敷：可用热毛巾和热水袋局
部外敷，最好用中药熏洗的方法进
行热敷。疼痛症状较重时的急性期
患者不宜进行热敷治疗。

手术治疗：
目前，颈椎病手术治疗主要分

为前入路与后入路手术两种，以神
经减压、关节固定和融合为主要手
段，解除神经结构的压迫和刺激，治
疗效果良好，预后佳。

总体来说，颈椎病的治疗需要
严格把握适应证，针对不同个体制
定个性化、精确化诊疗方案，为患者
减轻负担。

如何防治颈椎病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崔宏勋

本报讯（记者方 圆 通讯
员崔松涛 魏淯滨）按照河南省
委、省政府批准的《南阳市机构
改革方案》，南阳市成立中医药
发展局，为市政府 36 个组成部
门之一。这是该市在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中的又
一个突破和创新。

南阳是“医圣”张仲景的故
里，2016 年 12 月被列为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南阳历
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
发展。全市中医药整体工作水
平位居全省、全国前列。2012
年，南阳市在全国率先成立正处
级规格的中医药管理局，13 个

行政编制，7个事业编制，内设4
个职能科室。全市12个县（区）
全部成立中医药管理局或中医
药发展办公室，实现了编制、经
费、业务独立，理顺了市、县中医
药管理体制。

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是南
阳市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因地

制宜新设立的 3 个机构之一，
是为了推动中医药发展、建设
中医药强市而设置的。按照改
革进度安排，南阳市中医药发
展局将于 2019 年 1 月底前正式
挂牌，并完成人员转隶及职能
划转等工作，2 月底前印发“三
定”方案。

南阳市中医药机构改革再出新举措
组建中医药发展局 并列为市政府组成部门

本报讯（通讯员姚彩歌）近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发布通知，
通过了对命名满5年的343个全国县
级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和9个市
级先进单位的审核。

河南省邓州市、尉氏县、荥阳市、
柘城县、焦作市解放区、温县、孟州
市、武陟县、郏县、临颍县榜上有名。

近年来，郏县中医院从思想建
设、目标责任建设、医疗质量、专科建
设、文化建设等方面严格规范管理，
全面提升了中医药服务能力，营造了
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基层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氛围；突出中医药特色，大专
科、小综合，打造核心竞争力，着力打
造老百姓的贴心医院。目前，郏县中
医院总建筑面积为3.8万平方米，有职
工626人，编制床位600张，是全国县
域优秀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教学
实习医院、郏县互联网医院。

郏县中医院在着力培养和引进
专业技术人才的基础上，强力推进中
医药适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住院病
人感受到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有利
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长效机制，
大力推进中医药特色专科建设。该
院院长林宪军的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审通过
的首批“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之一。目前，该院的针灸
康复理疗科、糖尿病科、脑病科在群
众中已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中，针
灸康复理疗科已经成为河南省县级
医院规模最大的特色科室。2018年，
该院积极探索医药分家新模式，让医
改成果惠及郏县老百姓；在全县率先
成立卒中中心及卒中中心联盟，进一
步提高了14家乡镇卫生院的脑卒中
诊疗服务水平。

郏县中医院秉承“学吾中医，用之
于民”的宗旨，在不断提高自身中医药业务水平的同时，为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搭建平台，利用网络等全方位、多层次开展
中医药文化进万家活动；在县电视台开辟《中医与健康》栏目，
在县广播电台开展中医微访谈，在全县免费发放《中医与健
康》养生报纸，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提高中医药的影响力。

为了推进优质服务，郏县中医院采取岗位服务规范、
优化就诊流程、全方位满意度评价体系等措施对窗口、科
室人员分批进行优质服务专题培训、后续督导和日常监管
等；开辟健康扶贫绿色通道，对贫困患者和急需救治的贫
困患者实行“五优先”政策和“三先一后”惠民政策；推出

“代煎中药免费快递到家”服务和县城内配送服务，为患
者提供优质的健康保障。

据统计，2018 年，郏县中医院共收到患者及家属表
扬、满意类信息1882例次，患者满意度达98%以上，受到社
会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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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年，新野县进一
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全面形成以
县中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
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中医医疗保
健服务体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
中医药需求；坚持把推行中医保
健、治疗、康复服务，放在全面推进
医改、落实健康扶贫和医养结合、
保障全民健康的大局中去，努力发
挥中医药工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
的助推器、支撑点、催化剂作用，推
动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新野县成立了中医药工作领
导小组，形成了上下一致、协调统
一的创建工作领导体系；先后召开
会议，学习关于中医药发展的法规
政策，研究谋划中医药推进工作；
成立中医药管理局，内设 3 个科

室。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委
老干部巡视组先后视察指导中医
药工作。县卫生计生委、县中医药
管理局等部门联合成立基层中医
药服务提升工程领导小组，下发实
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签订目标
责任书，明确指导思想、工作任务
和主要措施，每半年督导检查一
次，并通报各医疗单位。

新野县全面加强中医药基础
工作，投资1000余万元加强乡镇卫
生院中医科、中药房、煎药室建设
和中医特色科室建设。全县15家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部设有“中医堂”或“仲景苑”、中
药房，中药饮片均在320种以上，能
提供针刺、灸类、拔罐、刮痧、推拿、
敷贴、熏洗等中医适宜技术服务。

全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医诊
疗量为245137人次，占31.2%。新
野县对全县1400名乡、村两级中医
药人员进行正规化、系统化培训；
为266家村卫生室分别配备1名能
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乡村医生或
中医类别（临床类别）医师。所有
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5%以上的村卫
生室配备有针灸器具、火罐、刮痧
板等中医诊疗设备。全县13家社
区卫生服务站均能够提供4类以上
中医药适宜技术方法；村卫生室
253家，其中能提供4类以上中医药
技 术 方 法 的 有 248 家 ，占 98% 。
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
室有中成药。全县建成中医药服
务示范化卫生室13家。

新野县通过新野政务网、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等开展中医诊疗、
中医保健、中医养生等知识的宣传
教育活动。县卫生计生委、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了中
医药适宜技术培训班，择优录取36
名农村青年和城镇青年，进行3个
月的培训实践，供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优先聘用。新野县全面落实

《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全县
现有4个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
种 植 面 积 达 2261 亩（1 亩 等 于
666.667 平方米），其中桔梗占地
780亩、白术占地490亩、丹参占地
173 亩、玄参占地 38 亩、白芷占地
780亩。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县神州神生产企业生产的20多种
中成药远销海外，年产值达 5000
余万元。以海王集团为依托，新野

县在县产业集聚区东区建立了中
医健康产业园，带动3家中医药企
业发展。新野县实施“中草药+扶
贫车间”模式，宣传、鼓励贫困户种
植中草药，并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和
市场信息，带动全县230余户贫困
户增收。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
有中医预防保健科，配备中医药技
术人员，积极运用中医药方法和技
术防治重大传染病。全县从事中
医药足浴、保健按摩、调理、药膳等
方面的养生保健机构 60 余家，年
累计服务人数多达38万人次。全
县还探索常见病及中医优势病种
诊疗方案，组织开展不孕不育、小
儿脑瘫、慢性病康复等特色治疗项
目，满足病人的需求。

（乔晓娜 方 圆 胡丰旺）

新野县

多举措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罗山县开展中医馆建设工作暨
健康扶贫工作 日前，罗山县中医
馆建设工作现场会暨健康扶贫第三
次推进会在周党镇卫生院召开。

在此次会议上，罗山县卫生计
生委分析了全县中医馆建设工作
现状、当前有关政策和工作形势，
进一步明确了中医馆建设工作的
重点，要求从 4 个方面做好中医馆
建设工作。罗山县卫生计生委还
安排了健康扶贫新增 14 种大病专
项救助工作，明确了县卫生计生
委、定点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的工作职责，并就健康扶
贫动态信息管理系统的核实、统
计、上报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对各
医疗机构医保资金规范使用管理
工作进行了集中约谈，并签订了承
诺书；通报了2018年12月健康扶贫
成效督查巡查情况，总结了成绩，

指出了问题。 （王明杰 肖光富）

凝心聚力助脱贫 团结奋进奔
小康 近日，确山县中医院协助刘
店镇人民政府，在后山村文化广场
举办了首届金丝皇菊丰收节暨“道
德模范”“十星级文明户”“创业之
星”表彰大会。

当天下午 3 时，大会拉开了序
幕。确山县中医院医务人员带来
了节目——《我们的舞蹈》。

作为刘店镇后山村的帮扶单
位，确山县中医院积极响应上级脱
贫攻坚方针政策。该院院长带领
帮扶工作队伍多次下乡入村，听取
扶贫工作意见建议，及时解决群众
的实际问题，帮助培育、发展稳定
增收的主导产业和村级集体经济
项目。目前，结对共建工作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效果。金丝皇菊特色

种植已经在后山村初步形成规
模。 （丁宏伟 牛红丽）

驻马店市第二中医院开展“庆
元旦”文体大联欢活动 2018年12
月29日下午，驻马店市第二中医院
开展了“庆元旦”文体大联欢系列
活动。活动项目有跳棋比赛、托乒
乓球折返跑比赛等。

35 名跳棋爱好者参与了跳棋
比赛。整个赛程持续了 2 个多小
时，紧张又激烈。选手们乐在其
中，展示出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
的竞赛风貌。

在跳绳竞赛区内，参赛队员们
身手矫健，轻巧灵活，充分发挥了
个人实力。在跳绳竞赛区外，啦啦
队的助威声振奋人心。整个赛场
充满了欢声笑语。

（丁宏伟 宋 戈）

崔宏勋，主任医师，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脊柱外科中心党支部书记，
脊柱外三科主任，河南中医药
大学硕士生导师，洛阳市特级
名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平
乐郭氏正骨第八代传人，国家
级名老中医药专家郭艳锦学术
经验传承人；先后被评为“洛阳
市卫生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援疆工作者”“河南公众
调查百姓满意好医生”等；现任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关节
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脊柱分会
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
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常委兼秘书长等。

崔宏勋从事脊柱专业近20年，在治疗脊柱退变（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症、椎管狭窄、腰椎滑脱）、脊柱骨折脱位、
脊髓损伤、脊柱肿瘤及结核、脊柱畸形等脊柱疾病方面有着
丰富的临床经验；获得省厅级科研成果9项，发表论文30余
篇，其中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3篇，中华系列期
刊论文2篇，出版专著8部，有发明专利1项和实用新型专
利4项。

这天，河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
是80多岁的吕奶奶，来给高血
压科送锦旗；另一位是40多岁
的李先生，也是专程给高血压
科送锦旗的。

“姑娘，我刚来医院的时候
嘴歪得都没法喝水。自从住进
高血压科，我感觉身体好多
了！”吕奶奶一脸幸福地说，“咱
医院医术好，高血压科的大夫、
护士服务得也很好！”

吕奶奶患有高血压病、糖
尿病、心脏病和脑梗死。自住
院起，吕奶奶和老伴儿就得到
了高血压科负责人郭泉滢，副
主任医师苗灵娟以及护士长
杨永枝的精心照料。考虑到
老两口的子女不在身边，杨永
枝把老两口调换到一个病房，
方便二人互相照顾。在日常
的治疗中，高血压科的护士们
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老两口。
苗灵娟说，像吕奶奶这种情
况，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尤

其是使用艾灸、理疗、针灸等
中医特色疗法，同时配合服用
院内制剂、中药饮片，不仅稳
住了病情，还降低了罹患后遗
症的风险。

李先生也是一位高血压病
和糖尿病患者，2年前发现患病
了，血压达到185/110毫米汞柱
（1 毫米汞柱＝133.322 帕），空
腹血糖为11.1毫摩尔/升，糖化
血红蛋白为10.2%。2018年上
半年，李先生来到河南省中医
药研究院高血压科就医。副院
长田元生为其制定了1个疗程
的穴位埋线、穴位贴敷方案。
在服用院内制剂的情况下，李
先生的血压控制在了正常范
围内。在停用所有降糖药物的
情况下，李先生空腹血糖为6.1
毫摩尔/升，糖化血红蛋白为
5.5%。出院后，经过 4 个月的
观察，李先生的血压和血糖检
测结果正常，且身体无不适。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李先生给
高血压科送来了锦旗。

“两面锦旗”的故事
通讯员 徐雁南

“一拜，师道尊崇、利人利德；再拜，传学授业、教化解惑……”
近日，济源市中医院举办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杨建书老先生收
徒拜师仪式暨青苗人才培养导师潘大军先生收徒拜师仪式。

在仪式上，学术继承人齐诵拜师帖，共行拜师礼，为老师献
茶。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杨建书老先生与青苗人才培养导师
潘大军先生分别为学术继承人赠书。师徒代表分别发言，双方
结下师生缘，传承岐黄薪火。 王正勋 侯林峰 李艳朋/摄

请扫码关注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

2018年12月28日，“唐河县庆元旦暨第一届‘中医杯’
全民健身气功比赛”在唐河县中医院拉开帷幕。

据悉，此次赛事由中共唐河县委宣传部暨唐河县总工会、
县卫生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局等单位主办，县中医院、健身气
功协会承办。参赛的12支代表队分别以精湛的技艺和灵活的
身姿展现了八段锦的魅力和风采。县中医院代表队获得此次
比赛一等奖。 方 圆 谢 青 赵 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