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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名片：

河南省人民医院
感染科主任尚佳：

丙肝可以治愈吗？

专家：新郑市人民医院 赵会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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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会菊：

本版药方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验之谈经

专家：三门峡武强中医院 李武强

李武强

赵会菊

尚佳，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人民医院感染
科主任医师；任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
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
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肝纤维化学组副
组长，河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
会肝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病
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高血糖可使胚胎发育异常甚
至死亡，流产发生率达15%~30%。

二、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病的可能
性较非糖尿病孕妇高2~4倍。

三、感染是糖尿病主要的并发症。
四、羊水过多发生率较非糖尿病

孕妇多10倍。
五、因巨大胎儿发生率明显增高，

难产、产道损伤、手术产概率增高。
六、易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张珂（化名）是一位难治性
精神病患者。有一位北京的专
家让张珂带着症状生活；而另一
位专家看过张珂后，对张珂的家
人说：“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胡
雄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们可
以让他看看。”就这样，张珂和家
人慕名来到郑州市第八人民医
院。

近日，在郑州市第八人民医
院业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胡雄的
救治下，通过精神科精准医学治
疗，张珂摆脱了双相情感障碍的
困扰，涅槃重生。

命运多舛，病情反复——无奈！

“我不能当选，难道你能当
选吗？我是从古至今最厉害的
那个人！”“我是秦始皇身边的大
将军。”“我是要担当大任来拯救
这个国家的重要人物……”这些
话是在张珂考入大学没多久，竞
争学生会主席时与一位竞选选
手发生了矛盾，从而激动地说出
了令周围人都非常惊讶的话语。

原来，上大学之前，张珂的
家人隐藏了他的精神病史，这次
也是张珂第三次病情发作。究
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张珂的病情
反复发作？这还得从张珂读初
中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

张珂读初中时，有一次没有
按时交作业，受到老师的批评和
站立惩罚。当时，他觉得老师当
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他，使他颜
面扫地。于是，回到家中，他跟
母亲哭诉。

没想到，这次事件对张珂造
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二天上课
时，张珂又和老师发生口角，当
场冲撞老师。由于张珂情绪激
动，学校担心发生意外事故，赶
紧电话联系张珂的父母。父母
将其送去当地医院治疗。经医
院检查，张珂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症。

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专业
治疗，张珂的病情很快得到控
制。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休
养后，返回学校继续学习，并且顺
利考上了当地的高中。

不幸的是，张珂读高三时，
病情再次发作。

一天晚上，宿舍的同学洗漱
后陆续上床休息，张珂却毫无睡
意，居然在宿舍里引吭高歌。同
学劝他早点休息，他却疑心同学
嘲笑自己歌唱得不好听，再次和
同学发生冲突。老师得知以后
前来劝阻，张珂不仅对老师发脾
气摔东西，还拍桌子和老师吵
架。

当时，张珂母亲一方面怪罪
老师和同学对张珂进行言语刺
激导致他旧病复发，一方面也从
张珂身上找原因。

张珂再次以精神分裂症被
送入某医院进行治疗。父母得
知精神分裂症后期恢复需要一
个漫长的过程，便不再与校方纠
缠。

经过及时的治疗，张珂病情
稳定后，顺利考上大学。

精准医学，解码心灵——神奇！

张珂的父母为了张珂四处
求医，从来没有放弃治疗。从商
丘到北京，再从北京到郑州，每
到一家医院救治，就会检查出不
同的病症。其中，诊断出的病症
有应激相关障碍、抑郁症、焦虑
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每
一次诊断的病症看似和张珂发
病那一阶段的症状表现相对应，
但又不能最终明确诊断，所以导
致病情反复发作。后来，在北京
专家的推荐下，他们来到郑州市
第八人民医院寻求帮助。

“我是国家的重要人物，他
们有两派势力争夺我。”初见胡
雄，张珂表情神秘地笑着对他说
道。

“哪两派势力？”胡雄反问

道。
“ 一 个 是 正 义 ，一 个 是 邪

恶。我想支持正义，但是邪恶这
么多年来一直不放过我，追杀
我，让我帮助邪恶去把正义消灭
掉……”张珂说。

张珂第四次病情发作是在
大学三年级，由于前几次病情恢
复不理想，导致病情加重。

胡雄告诉记者，通过近半个
小时的详细地询问，持续观察，
发现张珂的精神活动非常亢奋，
思路异常活跃，感觉自己乐在其
中。这其实是一种躁狂发作的
病症，表现以情绪为基础，张珂
最终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

胡雄说：“双相情感障碍是
特别多见，但又不容易确诊，表
现复杂且变化多端的精神科病
症。”精神科疾病的精准医学需
要医生具有深厚的医学功底，不
仅是对精神科临床症状的识别，

最主要的还是对心理学方面要
有研究。医生只有学会倾听、询
问、感受、思考病人的内心世界，
才能解读病人的“心灵密码”，才
能精准对病情进行诊断。

如今，通过精准医疗，张珂
明确了病症。经过近1年的心理
治疗和药物调整以及后期的康
复治疗，张珂基本痊愈。现在的
张珂大学毕业后，也找到了一份
满意的工作。

精准医学之开“心”密码
——打开精神病患者心灵的金钥匙

本报记者 董 菲 通讯员 席 娜

便血是大肠癌的早期症状
便血是大肠癌最早和最常

见的症状，轻者仅偶尔有少量出
血，重者可有黏液血便、黏液脓
血便或鲜血便，患者容易被误诊
为痢疾或痔疮出血，从而贻误了
最佳治疗时机。

除了便血症状，如果患者排
便习惯出现改变，比如平时一天
大便一次，无缘由地变成一天三
四次，或者大便的形状发生改
变，或者有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
的情况，都要警惕。

此外，很大一部分患者是以
无规则的持续性隐痛为主要症

状。当大肠癌兼并溃烂、梗阻或
继发感染时，因为相应肠段活动
增加和痉挛，可呈现显著腹部疼
痛。

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表现为
典型的不完全性肠梗阻腹痛，主
要以偶发性人群为主，一般会持
续几分钟，当感觉有气体窜过大
肠时有疼痛感，接着会排气，然
后疼痛消失。如果是在晚年出
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警惕大肠癌
的发生。

6类高危人群值得警惕
医务人员在诊治过程中，要

警惕以下6类高危人群。
一、中老年人群。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肠癌

发病率会随着年纪的递增而越
来越高，5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到
达一个顶峰。

二、不良饮食人群。
高热量，高蛋白，低纤维素

饮食极易诱发大肠癌。因而，无
肉不欢和不喜蔬果的人是大肠
癌的高危人群。

三、有大肠癌家族史的人
群。

家族中有人罹患胃肠道肿
瘤，也需要警惕自身状况，属于

高危人群。
四、吸烟、喝酒人群。
吸烟者比非吸烟者罹患大

肠癌的危险更高。有大肠癌、大
肠息肉家族史的人每日摄入酒
精大于等于30克，将增加罹患大
肠癌的危险。

五、有结肠息肉病史人群。
有大肠息肉的患者也是大

肠癌的高危人群。因而，为避免
癌变，应定时进行结肠镜筛查，
发现癌前病变时就应诊治。

六、有炎症性肠病的患者。
有炎症性肠病的患者包含

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同样
容易发生大肠癌。

如果患者出现以上症状，应
对其进行结直肠癌筛查。没有
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应建议患
者去市级及以上医院进行筛查。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也可指
定专人负责，让患者填写《中西
医结合结直肠癌高危评估筛查
干预项目危险因素数学模型评
估问卷》，根据问卷评估结果，组
织安排高危人员前往市级筛查
医院免费进行肠镜检查等。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

警惕大肠癌须留意6类人
□马晓楠 刘 琪

妊娠期糖尿病对孕妇的影响有哪些？

骨质增生症验方
熟地黄 60 克，骨碎补 60 克，制马钱子 60 克，鸡血藤 60

克，肉苁蓉60克，田七30克，净乳香30克，没药30克，老川芎
30克。上药研末炼蜜为丸，每丸重6克，每天服用2次，每次
1丸，温开水或黄酒送服。

病毒性脑炎验方
藿香12克，佩兰12克，法半夏12克，瓜蒌壳18克，黄连9

克，黄芩 12 克，栀子 12 克，天竺黄 10 克，郁金 12 克，菖蒲 9
克，竹茹12克，六一散30克。水煎，每天1次，分2次服用。

血小板减少症验方
生地黄 10 克，白芍 30

克，旱莲草 15 克，山药 20
克，莲米 15 克，连翘 10 克，
赤小豆 30 克，黄连 6 克，淡
竹叶10克，五味子10克，枣
皮10克，大枣10个，炙甘草
10克。水煎，每天1次，分2
次服用。

（以上验方由陈敏芝提
供）

前交叉韧带断裂前交叉韧带断裂
如何治疗如何治疗

□黄遂柱

前交叉韧带断裂后必须
进行手术治疗，因为前交叉
韧带断裂后进行缝合手术
治疗无效，必须进行前交叉
韧带重建手术。所谓重建，
就是重新做一条前交叉韧
带 来 代 替 患 者 原 来 的 韧
带。手术原理其实很简单：
在膝关节股骨端和胫骨端
分别钻骨孔（骨隧道），然后
将韧带的替代品（主要是自
身的肌腱）引入关节内，在
适当的位置将韧带固定，这
样就完成了手术。韧带替
代 品 有 自 身 肌 腱 、异 体 肌
腱、人工韧带。自体肌腱取
自患者体内功能不太重要

的肌腱；但是，如果患者自
己的肌腱太细或是需要重
建的韧带太多时，就要用到
异体肌腱，缺点是康复期较
长，而且也会存在传播疾病
的可能（概率非常低）。人
工韧带由于采用的是非生
物材料，可能存在疲劳断裂
的情况，临床上一般不做常
规应用。固定韧带的材料
很 多 ，有 界 面 螺 钉（挤 压
钉）、缝合翻转钢板、横穿
钉、桩钉等。在重建前交叉
韧带的手术中，一般是重建
一束，被称为单束重建；也
有同时重建两束的，被称为
双束重建。后者手术过程

较复杂，病人花费也会明显
增多。大部分医生会建议
选择进行单束重建；但也有
一些医生认为双束重建更
接近生理状况，因此手术效
果比单束重建要好。

前交叉韧带术后康复是
个漫长的过程，患者完全恢
复需要 1 年（采用自体肌腱）
到1年半的时间（采用异体肌
腱）。患者的康复过程包括
肌力恢复、关节活动度练习、
本体感觉训练 3 项内容。通
过系统康复训练，争取术后
按期达到步行，下蹲，上下
楼，跑、跳等运动功能正常。
应尽量避免出现重建韧带松

弛，关节粘连，肌肉萎缩和肺
梗死等并发症的发生。据有
关报道，前交叉韧带重建术
后大约有 15%患者效果不满
意，除了手术技术原因之外，
更多的原因是术后康复不及
时和不恰当。另外，每位患
者受伤时间不同，伤情也不
一样，所以术后效果可能会
有较大差别。比如，前交叉
韧带损伤同时还合并有半月
板和关节面软骨损伤，即使
同期进行了处理，也会影响
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的整体
效果。

（作者供职于郑州颐和
医院）

前交叉韧带是膝关节的一个
重要稳定结构，极易在体育活动
或其他运动中损伤，严重的情况
下会发生断裂。前交叉韧带断裂
后，虽然病人走路挺正常，但是却
不能进行跑、跳等体育活动，更不
能进行急跑、急停、转弯跑等活
动。更重要的是，前交叉韧带断
裂后，稳定膝关节的任务转嫁给
了半月板（尤其是内侧半月板）和
关节面的球形结构来完成，极易
造成继发的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面
软骨损伤，从而会导致受伤关节
的损坏。因此，前交叉韧带断裂
时必须及时治疗。怎样才算是及
时呢？应该从受伤后第 1 天到受
伤后1个月内进行手术治疗，才能
算是及时，治疗越晚对患者的损
伤越大。

请问，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常用的方法
有哪些？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上有很
多治疗方法，比如保守治疗、微创介
入治疗和开放性手术治疗等。凡是
特殊疾病，往往治疗方法就会多一
些；而一些单纯的容易治愈的疾病，
治疗方法就会显得相对单一。比如
阑尾炎初期，应用一些抗菌药物可能
就会有所缓解；如果严重了，比如化
脓感染了就直接进行手术治疗。

专家观点
精神科精准医学是让

“心灵”感受“心灵”，需要依
靠医生这台特殊的“仪器”，
来探测精神科病人的思维和
情感。只有与病人建立充分
的信任，准确把握病人的内
心世界，才能找到打开“心
灵”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