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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夫在线好大夫在线

市中医院协办市中医院协办

一根长 10至 15厘米、直径不到
1毫米的钢针，针头被打磨成铲子的
形状，就变身为一根小针刀，在市
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张济时的灵活操
作下，用类似针灸的方法，可为肩
腰腿痛患者有效缓解痛苦。

据悉，小针刀疗法自 1976年由
曾经是乡村医生的朱汉章发明以
来，在临床推广的应用实践中不断
探索创新体系建设，推进理论、研
究方法与关键技术的创新，形成了
一套独立而科学的新医学体系。

张济时拿起一根小针刀介绍
道，小针刀是由金属材料做成的在
形状上似针又似刀的一种针灸用
具，是在古代九针中的针、锋针等
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外科用手术
刀发展而成的，它的身体是针，最
前端却是刀。小针刀疗法是中西医
结合的产物，它的基点是中医，治
疗标准是“和谐”，相较于外科手术
给患者带来的损伤和修复时间，针

刀疗法在微创理念的引导下凭借医
生个人娴熟的手法让患者感觉病情
缓解，甚至无症状，这是针刀治疗
的最终目的。

今年 71岁的张大妈（化名）因
为左手臂膀疼痛不止，前来就诊。
只见张济时用小针刀，准确找到张
大妈左手臂膀的几个“痛点”，迅速
进针，一插、一拨、一捻，划过时
出现“喳喳声”，重复两三次，治疗
就结束了。

“整个过程只有轻微的酸胀感，
几分钟就好了，左手臂膀的疼痛马
上就缓解了。”张大妈是张济时的

“忠实粉丝”，3年前她儿子的腰椎间
盘突出就是由张济时用小针刀疗法
和针灸疗法相结合给治好了。因
此，在右手臂膀疼痛时，她儿子就
建议她来找张济时试一试小针刀疗
法，“治疗半个月左右就好了，右手
一点也不痛了，所以现在左手一
痛，我就第一时间来找张医师了。”

“小针刀疗法是一种介于手术方
法和非手术疗法之间的闭合性松解
术。”张济时说，它是在切开性手术
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针刺方法形成，
操作特点是在治疗部位刺入深部到
病变处进行轻松的切割、剥离等不
同刺激。通俗来说，就是通过穿刺

入人体合适的部位进行松解，从而
减轻对神经的压迫，减少疼痛。

“小针刀疗法的优点是治疗过程
操作简单，不受任何环境和条件的
限制。”张济时说，治疗时切口小，
不用缝合，对人体组织的损伤小，
不易引起感染，病人也无明显痛苦
和恐惧感，术后无需休息，治疗时
间短，疗程短，患者易于接受。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般来说
小针刀疗法可以解决许多常见病、
多发病的治疗问题。这些常见病包
括各种软组织损伤后遗症、骨刺、
风湿骨病导致的关节活动受限、某
些运动系统疾病所引起的后遗症。
这些都是原先疗法难以治愈，且对
劳动力影响较大的疾病，比如说骨
关节炎所致关节疼痛、膝关节下蹲
困难、足跟疼痛；颈椎病、腰椎间
盘突出症引起的肢体麻木胀痛、腰腿
疼痛、下肢乏力；强直性脊柱炎、类
风湿关节炎导致关节功能受限；腰肌
劳损、肩周炎、网球肘、腱鞘炎、腱
鞘囊肿；各种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
顽固性疼痛；脊柱相关性内科疾病，
如头晕、头痛、睡眠障碍等，病程越
长，疗效越好。此外，由于小针刀疗
法在病因基础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所
以在内科、妇科、儿科、皮肤科等方

面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此外，小针刀疗法是一种“绿

色疗法”，一般没有副作用，只需要
治疗后注意局部的按压止血。张济
时表示，有部分患者在接受小针刀
治疗后，会出现疼痛加剧的表现，
这是正常现象，一般疼痛持续 3—5
天就会消失，而且术后疼痛的感觉
和病疼是有区别的，术后疼痛消失
后病疼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患者不
必为术后疼痛感到恐慌。同时，还
有部分患者在小针刀治疗后，原来
疼的地方不疼了，而临近部分反而
开始疼痛，患者也不必紧张，可在
新的疼痛部位继续治疗，一两次即
可痊愈。

张济时提醒，存在出血倾向或
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 （如血友病、
血小板减少、处于抗凝治疗状态）、
贫血、严重心脏问题或伴有全身或
局部严重感染的患者不适合针刀治
疗；治疗术前术后不宜饮酒，24小
时内不宜对治疗部位进行热敷热
疗；治疗部位在术后 48小时内尽量
避免沾水，防止术口感染；术后注
意休息，可适当活动患处，但不宜
频繁用力活动治疗部位；保持心情
舒畅，树立治好疾病的信心，保证
睡眠，避免劳累。 陈微斐

小针刀解除大疼痛
针刀疗法属“绿色疗法”，对人体组织损伤小

瑜伽对人体健康是把双刃剑，一方
面有养心安神、减肥瘦身、纠正体态、
增强体质等诸多优点，另一方面会带来
一系列运动损伤，如 2016年《骨科运动
医学杂志》一项报道中显示，瑜伽运动
损伤中，躯干是最常损伤部位，占
47%；拉伤和扭伤是最常损伤类型，占
45%。

可以说，瑜伽损伤大多源于长期过
度（错误）拉伸和肢体对线不良。为了
避免拉伸受伤，欧洲著名物理治疗师克
里斯蒂安·博格提出了四项原则：

避免疼痛。正确的拉伸能让肌肉韧
带等软组织处于良好状态；强行拉伸会
使身体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而启动防
御机制，并通过肌肉收缩进行自我保
护，最终导致身体疼痛。

缓慢拉伸。快速拉伸有导致软组织
撕裂或拉伤的风险；缓慢拉伸则能为身
体组织结构提供一个适应过程，有效保
护各个关节。

正确拉伸。掌握正确的拉伸方法和
强度可避免诸多损伤。

避免影响其他关节和肌肉。很多人
拉伸时不注意姿势规范，常对其他软组
织和关节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肢体对线不良引起的损伤，常
常是因为瑜伽训练中姿势不正确造成
的。以肩关节为例，练习者在完成上犬
式时常出现过度耸肩，这对肩关节周围
的软组织会产生较大压力，造成损伤。
此外，一些涉及肩关节过伸的姿势也会
对关节周围软组织产生危害，甚至造成
肩袖撕裂等严重问题。因此，一定要掌
握瑜伽训练的正确姿势，同时还应注
意，当有以下情况时，要谨慎开展瑜伽
运动：

高龄。高龄人群易出现骨量减少甚
至骨质疏松，人体柔韧性也随年龄增加
而降低，在姿势不当的情况下更易出现
压缩骨折等危险。

受伤后。轻度肌肉拉伤者在得到妥

善处理后应在 48 小时后再进行拉伸活
动；如果伤势严重，则需休息更长时
间；若存在关节损伤，比如踝和膝的扭
伤，必须在伤情缓和后再进行训练。为
了安全起见，受伤后的瑜伽锻炼动作最
好向专业物理治疗师进行咨询。

妊娠。有报道认为瑜伽锻炼有益妊

娠期女性健康。但考虑到孕期的特殊
性，具体拉伸动作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
谨慎开展。

此外，有些情况是不能开展瑜伽运
动的，如骨折后愈合期、高热期、关节
发炎时、皮肤有开放性创面或缝合伤口
等。 陈世益

练瑜伽最忌强行拉伸

书包带长长的，拖在屁
股上，不少小朋友觉得这样
的姿势背书包既省劲又舒
服。但其实，这样的背书包
姿势很容易伤害孩子脊柱！

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长征医院)推拿科王子
威医生表示，青少年不正确
的双肩包背包方法以及背包
过重均不利于生长发育，会
使肌肉发育较弱的青少年脊
柱两侧神经肌肉长期处于高
度紧张状态，从而发生脊柱
侧弯、前凸、后凸及前倾等
姿势缺陷，造成背痛、肌肉
酸痛等疾病。

比如将双肩包的肩带放
得很长，背包拖在屁股上，
这种情况下包的重心向下，
双肩关节独立承受背包的所
有重量，此时肩胛提肌与上
斜方肌持续收缩，头会向前
伸以保持和背包的重量平
衡，头部过度前伸，离开了
身体的中垂线，此时头夹肌
与颈夹肌和头半棘肌就要持
续收缩来保护椎关节，这样
就容易导致肌肉应力性损
伤。

正确的双肩包背法是什
么样的呢?

双手握紧双肩背肩带锁
扣下面的可调节带，把可调
节带用力地向后下方拉，一
直将可调节带拉紧至背包的
最根部为止，这是完成背包

的标准规范性动作。
一定要把调节带拉到

底，肩带紧贴肩关节，背包
紧贴脊柱，背包包底落在腰
带上方。这样背部就自然而
然地挺直了，头颈也自然而
然地回到了中立位，头颈也
不用向前伸出去来保持人体
的平衡了，颈肩部的疼痛也
就消失了。

另外，背包包底落在腰
带上方，这样背包的重量又
可以经过骶髂关节，再经过
大腿与小腿传导到地面，分
摊掉一部分重量。

除了双肩包，单肩包背
得不对也容易诱发健康问
题。

长期单侧肩部用力很容
易导致高低肩，如果长期得
不到纠正，左右两侧肩部及
上肢肌肉力量不平衡，不但
容易引发落枕等问题，还会
造成肌力不足的颈椎不稳，
这种情况下，颈椎病的发病
几率增大。同时，高低肩会
使胸椎向一侧弯曲，可能发
展为脊柱侧凸。

避免出现高低肩问题，
最重要的是肩部要平衡用
力。背单肩包的时候，记得
左右侧轮流背。

此外，单肩包里不能放
太多东西，重量携带尽量不
超过体重 5%，东西多的时
候采用双肩背包。 仁言

孩子这样背书包
容易伤脊柱

抽筋的学名叫做肌肉痉挛，
是一种肌肉不自主的强直性收
缩。

抽筋可发生于身体的多个部
位，日常生活中的抽筋多以小腿
和脚趾的肌肉痉挛较为常见，发
作时疼痛难忍，有僵硬感觉。尤
其是半夜抽筋时往往把人疼醒，
持续长时间不能止痛，而且影响
睡眠。

提起抽筋的原因，大家首先
会想到的就是缺钙了。诚然，缺
钙是抽筋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并
不是所有的抽筋都因为缺钙，下
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常见的抽筋
原因，从而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抽
筋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寒冷刺激。比如在寒冷的条
件下进行体育活动，冬泳前未进
行好准备活动等。低温使肌肉兴
奋性突然增高从而发生强直收
缩，造成抽筋的发生。同时，应
注意的是，在空调房内睡觉没有
盖好被子，也是夏季夜间抽筋的
原因之一。

运动疲劳。长时间的剧烈运

动会使肌肉产生疲劳，代谢产物
乳酸增多，从而在运动过程中或
之后引起肌肉痉挛。

电解质缺失。短时间大量出
汗或吐泻之后，体内离子及液体大
量丢失，易造成肌肉痉挛。同
时，孕妇、青少年易出现缺钙的
现象，当血液中的钙离子浓度过
低时，会造成肌肉的神经兴奋性增
加，促使肌肉收缩从而导致抽筋。

此外，部分药物与疾病如动
脉硬化、脉管炎等也可能造成抽
筋的发生。

怎样可以预防抽筋？

注意防寒保暖：寒冷环境中
要注意防寒保暖，必要时可加用
护膝、护腿等装备保护薄弱环节。

科学锻炼，运动前做好充足
的准备活动，循序渐进，量力而
行，运动后进行拉伸训练。

补充液体及电解质，活动量
大，需要及时补充液体及电解质
以避免电解质紊乱。

均衡膳食，保证营养。需要
注意的是，单纯补钙不一定能达
到理想的效果，还应该多晒太阳
从而补充维生素D，辅助钙的摄
取。 张启栋

抽筋抽筋不都是因为不都是因为缺钙缺钙

美国《糖尿病护理》杂志刊登的一项
新研究发现，多摄入亚油酸有助于降低 2
型糖尿病的风险。

这项新研究由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
研究所研究员宗耕博士与其同伴合作完
成。研究人员对 8.9万女性以及 4.2万名男
性的随访数据展开了梳理分析，结合每
2—4年更新一次的膳食频率问卷调查所得
到的随访数据以及持续更新的食品成分大
数据，评估了参试者欧米伽 6系列多不饱
和脂肪酸摄入量。

研究人员调整了多种因素之后发现，
亚油酸摄入量与 2 型糖尿病风险呈负相
关。当亚油酸等热量替换饱和脂肪、碳水
化合物和反式脂肪时，2型糖尿病风险分
别降低14%、9%和17%。另外，花生四烯
酸摄入与 2型糖尿病风险呈正相关。研究
人员表示，新研究结果表明，多吃富含亚
油酸的植物油和坚果等食物，限制不健康
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能有效降低
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

这项新研究结果对优化饮食结构和预
防糖尿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富含亚油酸
的食用油包括：大豆油（27.9—33.5克 100
克）、芝麻油 （21.2 克 100 克） 和花生油
（14.5克100克）。 徐澄

吃植物油和坚果
血糖好

省环保督察整改任务：9家持证矿山对未通过环评审批或环保“三同时”验收；除G20 峰会期间外，两部门
没有按规定对矿山企业开展抽查。

整改目标：持证矿山全部完成环评和环保“三同时”验收，建立联合抽查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检查。
整改措施：

1、关闭到期采矿权，在采矿山完成环保“三同时”验收。截至目前，全市 9家矿山全部完成矿山环评审
批。玉环县沙门镇张岙村西沙山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玉环县干江镇干江石料矿，清港镇徐斗村下岙里建
筑用凝灰岩（宕渣）矿和玉环县沙门镇大岙里村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4家2018年12月底前完成开采并办理
注销手续；玉环县沙门镇岭头建筑用石料矿1家已开采完毕，正在实施边坡复绿；玉环县清港镇扫帚山村扫帚山
普通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玉环县芦浦镇石子岙普通建筑石料矿、玉环县大麦屿西山普通建筑石料矿3家于
2019年5月完成环保“三同时”验收，玉环市干江镇垟坑村磨竹头矿区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1家正处于基建
期。

2、建立联合抽查机制。我局联合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玉环分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粉尘防治工作的
通知》（玉自然资规发〔2019〕15号），每月联合环保部门开展矿山粉尘现场抽查工作，建立巡查台账。

省环保督察玉环9家矿山企业环保审批及验收情况公示

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