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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站久坐易发“蚯蚓腿”
李女士：医生您好，我今年 50 多岁，这一两年里发现右侧小腿上出现了一处明

显的青筋团，挺粗挺显眼，但是不会发痒。我想问一下这是咋回事，应该怎么治疗？

近报顾问委员会专家
孟庆义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
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主
任、教授、医学博士，研究
生导师。现任济南医学会
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
门脉高压学组组长、中国
医师协会静脉倒流专委
会副主任会员、山东省医
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副
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
会普外分会委员、山东省
医学会血管外科学组委
员。在胸、腹主动脉瘤腔
内隔绝术、糖尿病足、脉
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症介入治疗、下静脉曲张
微创治疗等方面具有深
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
临床经验。

专家门诊：周一、周
三上午。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
心医院，解放路 105 号。

疾病预防

专家：您好，根据您的描述，
应该是属于静脉曲张。这种情况
需要警惕，发病早期，患者下肢
酸胀出现不适及钝痛感。随着病
情演变，静脉壁受损，静脉隆起、
扩张、迂曲，就出现“蚯蚓腿”。病
程长的人肢体皮肤会出现营养
性改变，如脱屑、瘙痒，形成溃疡
或引发静脉血栓。您现在应该还
属于早期情况，建议您到医院接
受专业的诊疗，目前微创手术是
可以根治此类疾病的。

静脉曲张，就是腿上出现的
粗大“青筋”，迂曲突出。静脉是
血液回流的血管，下肢静脉曲张
的患者就是静脉血管“阀门”坏
了，血液反向流动，增加了静脉
压力，就形成了可以看到的“小
蚯蚓”。下肢静脉有浅静脉、深静
脉及连接两者的交通静脉，有一
个地方出现问题，就会引起整个
血液循环系统病变。

过去对静脉曲张的认识，往
往停留在长期站立导致静脉压
力升高，静脉管腔扩张而瓣膜出
现关闭不全，静脉血液倒流而出
现静脉曲张。最新科学研究表
明，除了长期站立以外，静脉曲
张与长时间坐位以及雌激素还
有一定的关系。下肢静脉曲张一
般经历 10 多年的病程后，会逐

步造成下肢水肿、小腿皮肤颜色
变黑、淤积性皮炎、静脉血栓疼
痛，甚至溃疡。

其实一切增加下肢静脉压
力的活动，都可能诱发静脉曲
张。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男性
容易中招，久坐久站的白领、交
警等也是高发人群，同时，该病老
年人易发，门诊患者平均年龄超
40 岁。静脉曲张不能自愈，前期
病情发展慢，后期发展得飞快。

治疗方面，传统方式治疗下
肢静脉曲张，需要将腿部有血管
突起的地方拉开切除，俗称“抽
筋扒皮”，恢复期较长，复发率也
较高。目前可以采取微创手术的
方式进行治疗，首先通过造影，

查出患病根源，再注射聚桂醇，
配合激光治疗。零切口治疗静脉
曲张，具有无痛、美观、恢复时间
短的优势，术后复发的可能性很
小，手术时间也仅需十多分钟。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爱活
动，肌关节泵不给力，会诱发静
脉曲张，建议每天坚持一定时间
的行走，行走可以发挥小腿肌肉
的“肌泵”作用，防止血液倒流的
压力。晚上睡前，用热水泡泡脚
能促进血液循环，也是不错的选
择。此外，下肢静脉曲张有遗传
倾向，一般在 30 岁后发病，因此
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应勤于运
动，增强体质，有助于防治。

记者 刘一梦 整理

中医如何治湿疹
来这学一学

湿疹是一种常见的过敏
性炎症性皮肤病，以皮疹多样
性，对称分布，剧烈瘙痒，反复
发作，易演变成慢性为特征，
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任何部
位、任何季节。为了让广大市
民了解中医如何诊治湿疹，本
周六，济南市中心医院专家闫
鑫将现场讲述湿疹的中、西医
概念及其对患者的影响、引

（诱）发湿疹的因素、中医对
湿疹发病机理的解读、湿疹
的中医治疗方针、湿疹的辨
证治疗及湿疹的护理调摄等
相关知识。

讲座时间：5 月 26 日（周
六）9：00-10：30

讲座地点：济南市中心医
院综合病房楼二楼会议室。大
家可以乘坐 1、2、37、47、63、
101、103、116 路公交车在中心
医院站下车即到达中心医院。

专家介绍：闫鑫，中医科
副主任。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
亚健康分会委员、山东中医药
学会理事、山东医师协会中医
师分会常委、市中西医结合皮
肤病专业副主委等。主攻中药
内服、外敷治疗银屑病、湿疹
等顽固性皮肤病，对糖尿病及
其眼、脑、肾、周围神经等组织
并发症，心脑血管及呼吸、消
化内科杂病亦有临床研究。

门诊时间：周一下午，周
二、周四全天。

咨询电话：0531-85695998

提起肿瘤的治疗，我们首先
想到的就是手术、放疗、化疗等
现代医学手段，那么中医在肿瘤
治疗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副主
任李秀荣介绍，早期肿瘤，通过
规范化的手术治疗，就可以达到
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时如果选择
吃中药进行治疗，效果反而不
好。李秀荣建议早期的肿瘤患
者，能够手术的尽量选择手术，
术后可以通过中医进行调理。

“肿瘤患者在手术后，中药
可以配合手术，以扶正治疗为

主，健脾和胃，提高患者免疫力，
以便更好的进行下一步的治
疗。”李秀荣表示，中医也可以配
合放化疗，减轻放化疗的毒性，
改善患者的食欲和免疫情况，使
放化疗可以更顺利的进行。

对于晚期肿瘤，患者的体质
比较弱，无法耐受手术、放化疗
等现代医学治疗，李秀荣介绍，

“这时候要以中医中药为主，通
过中医的辨证论治，在扶正祛邪
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
案，解毒、活血、散结、止疼，达到
提高患者免疫力。改善患者生存

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
此外，对于一些癌前病变，

中医可以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像萎缩性胃炎、多发性息肉、宫
颈上皮的不典型增生或者身体
其他部位的慢性炎症，都可以通
过针灸、理疗配合中医中药进行
综合治疗，从而改善症状、阻断
炎症、降低肿瘤发生的几率，达
到治未病的目的。”李秀荣强调，

“中医注重疏肝解郁，提高患者
免疫力，使患者身心舒畅，从而
能够以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面
对疾病。” 据齐鲁壹点

中医可对癌前病变“治未病”

湿巾或提高
儿童过敏风险

近日，美国西北大学研
究发现，如果儿童本身就携
带皮肤屏障受损的相关基因
突变，在皮肤接触湿巾中的
月桂醇硫酸钠、尘螨等过敏
原物质后，会提高他们食物
过敏的风险。

研究人员解释，因为人
体表层的皮肤由脂质构成，
婴儿湿巾中含有的化学物质
月桂醇硫酸钠会破坏皮肤的
脂质屏障。如果孩子本身就
已携带皮肤屏障受损相关的
突变基因，那么接触这些化
学物质就会提高他们食物过
敏的风险。

因此，家长应该减少使
用婴儿湿巾，并在洗澡时用
水彻底洗干净婴儿身上的肥
皂沫或浴液，减少皮肤残留
的月桂醇硫酸钠。同时，要保
持家庭的整洁，勤擦拭家具
表面，勤洗手，以减少婴儿皮
肤接触食物和灰尘过敏原的
机会。 据健康时报

山东省立医院开启微创瓣膜新时代

心脏换瓣不用再“开胸”

同服阿司匹林抗凝药
可降低二次中风风险

根据发表在《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如
果你患有轻微中风或短暂性
缺血性中风(TIA)，服用抗凝
药物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可
以降低你在未来 90 天内患严
重中风的风险。

一项对 10 个国家的 4881
名轻度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的成年人进行的国际研
究表明，与单独服用阿司匹林
的人相比，服用氯吡格雷加阿
司匹林的人在第一次轻微中
风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内发生
严重中风、心脏病发作或血栓
死亡的风险降低 25%。这项研
究证明我们或许可以使用这
种药物组合来预防高危人群
中风。

据搜狐健康

医学前沿

科室动态>>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王正军 张骞

近日，山东省立医院心外科
主任邹承伟教授带领的“省立医
院 TAVI 团队”与华西医院郭应
强教授合作，成功完成首例经心
尖途径主动脉瓣置换术（TAVI
手术），通过微创介入技术为患
者进行了主动脉瓣置换。山东省
立医院由此开启了微创瓣膜的
新时代，实现“不开胸”即换瓣。

长期以来，外科主动脉瓣置
换术（ SAVR ）一直是症状性主
动脉瓣狭窄（ AS ）及关闭不全

（AR）的主要治疗方式。传统外
科手术创伤大、风险高、术后并
发症多，30%-50% 的患者由于高

龄、左心室功能差、严重的合并
症等原因不得不放弃治疗。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
（TVAI ）是指经心尖或股动脉
途径通过介入导管，将人工心脏
瓣膜输送至主动脉瓣区打开，从
而完成人工瓣膜置入，恢复瓣膜
功能。手术无需“开胸”，创伤小、
术后恢复快。

据介绍，本次接受该手术的
是一名 74 岁的重度主动脉瓣关
闭不全患者。因“反复胸闷、憋气
4 年，症状加重不能平卧 7 天”入
院。近 4 年来，患者心功能逐渐
下降，左心室进行性增大，严重
时不能平卧睡眠。

TAVI 团队对患者进行全
方位评估分析，最终决定采用

29mmJ-Valve 介入瓣膜行经心
尖主动脉瓣植入术（ TAVI 手
术），即经患者左侧胸壁开一 4-
5cm 小口，将一根细长的导管经
心尖穿刺送入心腔，在透视下通
过特定的瓣膜装载释放系统完
成主动脉瓣的定位与释放。

手术约 1 小时完成，术中基
本无出血。食道超声检查显示瓣
膜位置及功能良好，无瓣周漏及
反流，冠状动脉显影良好。患者
术后 3 . 5 小时顺利拔除气管插
管，心律血压平稳，无传导阻滞及
脑血管意外发生，顺利康复出院。

此次 TAVI 手术的圆满完
成，标志着山东省立医院心脏瓣
膜病的治疗水平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时代。

都是老鼠惹的祸

慎防流行性出血热

“流行性出血热一般潜伏
期为 3 - 9 天，长的可超过 2
周。”济南市疾控中心的工作
人员介绍，流行性出血热的传
染性很强，症状越重的患者传
染性越强。流行性出血热是一
种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的自
然疫源性疾病。早期症状主要
是发热、头痛、咳嗽、流涕等，
极易与感冒混淆。少数患者有
发热、畏寒、头痛、乏力的症
状，皮肤粘膜有出血点，或白
细胞数增高，与败血症非常的
相似。

济南市疾控中心的工作
人员提醒，鼠类携带病毒的排
泄物如尿、粪、唾液等污染尘
埃后形成的气溶胶，能通过呼
吸道感染人体，防鼠、灭鼠是
消灭本病的关键。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陈彦

孟孟庆庆义义正正在在对对静静脉脉曲曲张张患患者者进进行行微微创创手手术术。。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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