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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备孕，来听听讲座

手脚麻木不能大意

“怕强凌弱”的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

高先生：医生您好，我今年50多岁，之前患有腰间盘突出，近半年来，右侧手臂部和右腿总是酸
麻，特别是睡醒和饮酒之后，手部麻的比较厉害，请问是神经的问题么？和颈椎或脑部是否有关系？
需要做何种检查或治疗？

儿科门诊

近报顾问委员会专家
刘小民

缺牙的危害你知道吗

疾病预防>>

专家：如果50多岁出现手脚
麻木，要考虑是否是属于颈椎
病、腰椎病或脑血管疾病，不能
大意，建议到医院进行专业的
诊治。

颈椎腰椎骨质增生、椎间盘
突出压迫神经根，在早期可以出
现肢体麻木，随病情加重可出现
肢体无力，手部肌肉萎缩，下肢
僵硬感，行走不稳，坐骨神经痛
等症状，可以进行颈椎腰椎CT，
也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是否
存在压迫脊髓、神经根等情况。
如果压迫不严重可进行药物保
守治疗，服用维生素B1、维生素
B12等营养周围神经药物，病情
严重则需要进行外科手术。

近年来脑血管病发病率越
来越高，且呈现逐渐年轻化趋
势，50多岁患脑血栓、脑出血患
者逐渐增加，这是由于脑动脉硬
化等原因造成的，而有些脑动脉
堵塞的表现就是肢体麻木。脑血
管病导致的麻木有其特点，大多
突然发生，持续数分钟、数小时
消失，有时持续数天，并且多为
偏身性，一侧面部、舌头、一侧上
肢下肢麻木感，伴有说话不清
楚，一侧肢体乏力或无力，走路
不稳，眩晕等。这其中有一种情
况需特别注意，叫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每次发作时肢体麻木无力
持续时间多在3小时以内，可反
复发作，如不给予积极干预则可
能发展成大的脑血栓。

此类问题的检查主要是颅
脑 CT 和核磁共振，颅脑 CT 或
MR 平扫。主要看是否存在脑梗
死，急性或慢性，若要看脑梗死
的严重情况，就要做颅脑 CTA
或颅脑+颈部的 MRA ，为下一
步的治疗提供依据。如果脑动脉
硬化很明显，则要服用预防血
栓、抗动脉硬化的药物，同时积
极控制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如
控制血压、血糖、尿酸等。饮食也

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少吃盐、少
吃油、少吃糖，戒烟戒酒，多吃蔬
菜水果和粗粮，避免过度劳累。

此外，其他疾病也会引起肢
体麻木，如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周围神经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
经病或药物中毒等，此种情况需
要做肌电图了解周围神经损害
的严重程度和部位，给予营养神
经甚至激素治疗。

如若通过一系列查体化验
检查都没发现问题，则属于躯体
化障碍，这种情况多见于焦虑抑
郁患者，需服用调节神经药物进
行缓解。 记者 刘一梦 整理

医学博士、副主任
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神经内一科副主任。
美国南加州大学凯克医
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山
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
会神经遗传病学组组
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
治协会慢性脑缺血专业
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疼
痛研究会神经内科专业
委员会委员。

主治急慢性脑血管
病，擅长周围神经疾病、
运动神经元病、肌无力、
神经系统遗传变性病方
面的诊治，对头痛头晕、
焦虑抑郁、痴呆、帕金森
病等神经系统常见病多
发病具有较丰富的临床
诊治经验。

专家门诊：周一全
天。预约电话：0 5 3 1 -
89269012。

夫妻二人体检报告都正
常，为啥一直怀不上宝宝？济南
市中心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张
迎春表示，大多数患有不孕不
育的夫妇其实可以通过调整心
态、找到明白医生获得最及时
的帮助，得到心爱的宝宝。本周
六，张医生现场进行科学备孕
讲座，并免费为 30 名市民提供
咨询、义诊服务。

讲座时间：4 月 28 日(周六)
上午 9：30 至 12 点

讲座地点：大明湖党群服
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按察司街
66 号大明湖小学西邻 100 米路
南，大家可以乘坐 K59 ，101 、
K50、K151、31 路公交车在青龙

桥站点下车后步行 200 米即可
到达该中心。如果您找不到具
体位置，可拨打该活动中心咨
询电话(0531)88519171 咨询。

专家介绍：张迎春，山东大
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生殖医
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北京大学
医学部妇科内分泌专业医学博
士，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
心人文医学博士后，山东大学、
泰山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 25 年，专
攻妇科内分泌疾病诊断与治疗
15 年。

专家门诊：周一、周二、周
四全天

咨询电话：(0531)85695182

牙齿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身
体的健康，为了让广大市民了
解到缺牙对人体健康的损伤，
以及如何对待修复牙齿等问
题，济南市口腔医院口腔专家
王强将在本周五的科普讲座现
场给市民朋友进行科普知识宣
讲，同时免费为 50 名市民提供
现场义诊服务。

讲座时间：4月27日(本周五)
上午9：30-11：30

讲座地点：济南燕山办事
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山大路
204 号。大家可以乘坐 49、K80、
K94、K96、102、119 在燕子山小
区下车，往北步行 100 米即可到
达该服务中心。如果您找不到

具体位置，可以拨打该服务中
心电话(0531)88520281 咨询。

专家介绍：王强，口腔医学
博士，副主任医师，济南市口腔
医院修复科副主任。山东省口
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分会常委、
口腔生物分会委员。

擅长用种植义齿、全瓷美
容冠桥、固定义齿、活动义齿、
套筒冠义齿、精密附着体义齿
等进行各类复杂病例的修复及
美学修复。

门诊时间：周一、周四、周
日在济南市口腔医院(大观园)；
周三在济南市口腔医院高新院
区。

咨询电话：(0531)86261634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陈彦

春季万物生长，令宝宝难
受、家长头疼的手足口病逐渐活
跃了起来。济南市疾控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每年3、4月份，手足
口病发病开始增多，5-7月是发
病的高峰。根据手足口病历年来
的发病规律与特点，今年将会是
手足口病高发年。

“手足口病‘怕强凌弱’，最
爱挑小朋友下手，值得注意的
是，同一宝宝可因感染不同型肠
道病毒而出现多次发病。”济南
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手
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
的常见传染病，以婴幼儿和小学

生为主。
啥是手足口病？据介绍，大

多数患者发病时，往往先出现发
烧症状，手掌心、脚掌心、臀部出
现斑丘疹和疱疹，口腔粘膜出现
疱疹或溃疡。部分患者可伴有咳
嗽、流涕、食欲不振、恶心、呕吐
和头疼等症状。

手足口病传播途径较多，主
要通过密切接触病人的粪便、疱
疹液和呼吸道分泌物及被污染
的手、毛巾、手绢、水杯、玩具、餐
具、奶瓶、床上用品等而感染。少
数患者病情较重，可并发脑炎、
脑膜炎、心肌炎、肺炎等，如不及
时治疗可危及生命。

预防手足口病的关键是注

意家庭及周围环境卫生，“常洗
手、喝开水、吃熟食、勤通风、晒
衣被”的 15 字口诀是预防的关
键。而在流行期间，可每天晨起
检查孩子皮肤，查看手心、脚心
及口腔有没有异常，并注意孩子
体温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手足口病的
传染性不容忽视，成人也会感染
手足口病，并把病毒传染给小
孩。因此成人也需要做好防护，
外出回家后要用肥皂或洗手液
洗手，避免传染给孩子。

此外，6月龄至5岁儿童可以
通过接种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
苗的方式，减少病毒引起的手足
口病重症病例的发生。

治疗儿童发烧
退热贴不是标配

退热贴越来越成为有娃家
庭的标配，小儿发烧，先往额头
贴一贴，省得体温太高“烧坏脑
袋”。但实际上，退热贴只能起
辅助作用，一般发烧也不会“烧
坏脑袋”。

北京世纪坛医院新生儿科
主任王天成介绍，市面上常见
的退热贴有很多种，温度低于
人体温度，贴到孩子额头上后，
通过接触传导起到降温作用。
有些退热贴还添加了薄荷、冰
片等中成药成分，使皮肤感觉
更加清凉。不过退热贴不是药
物，算是一种辅助医疗手段。王
天成说，本质上它就是一种物
理降温方式，和温水沐浴、酒精
擦身、敷冰袋等做法类似。

但发热是身体在细菌、病
毒刺激下的防御反应，是对免
疫系统的刺激和启动。物理降
温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疗发热，
只能局部暂时降低身体温度，
使用不当还有可能给孩子带来
新的危害。高烧的小孩身体本
来就很热，忽然接触过凉的退
热贴可能会引起寒颤，这时肌
肉收缩产生的热量不一定比冷
敷带走的热量少，而且孩子会
不舒服。此外，有的小孩对退热
贴过敏，皮肤发红发痒，家长需
要密切注意。

王天成建议，孩子体温到
了 38 摄氏度就应及时使用退
烧药。孩子发烧温度上升得快，
并且越是体质较好的小孩，发
热反应会越强烈，温度也更高，
因此稍早使用美宁、布洛芬等
退烧药可以更快把体温控制
住，避免高热惊厥的发生。

据《科技日报》

这 6 种药
别在睡前吃

家庭药箱

止咳药。有慢性呼吸道疾
病，特别是痰多的咳嗽患者，
睡前服用止咳药易导致痰液
在支气管腔中滞留，会阻塞呼
吸道，出现憋闷、呼吸困难等
不适。

利尿药。氢氯噻嗪、环戊
氯噻嗪等利尿药，服后 1 小时
就会发挥作用，反复小便影响
休息。宜在清晨空腹口服。

钙剂。睡前服用钙剂，会
诱发胃肠疾病、尿路结石。由
于除部分钙剂被小肠吸收外，
另一部分要通过泌尿道排出
体外，人熟睡后尿液中的钙会
滞留在尿路中，久之形成尿路
结石。

糖皮质激素。人体肾上腺
皮质激素分泌高峰在上午7时
左右，此时用药疗效最佳，其
他时间服用不良反应大。

中枢兴奋剂。如治疗小儿
多动症的药物哌甲酯等，睡前
服用会引起失眠。每日最后一
次服药至少应在睡前 4 小时。
麻黄素片、麻黄素滴鼻液及含
麻黄素的复方制剂等，也不适
宜睡前服用。

促进胃动力药。夜晚不进
食，胃不需要动力。

据 39 健康网

患患者者正正在在进进行行核核磁磁共共振振检检查查。。图图//东东方方 IICC

读者朋友们，本报诚邀您
加入近报读者健康服务微信
群，也是本报活动发布群。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各
类讲座信息、义诊活动，不错过
任何一场适合自己的专家讲
座。还可以咨询各类健康问题，
我们将为您邀请省内知名专家
进行权威解读，让您足不出户

“挂专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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