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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脊柱外科专家值守本报“健康热线”时表示：

腰椎间盘突出症 可用微创治疗

本报讯 1 月 8 日下午 14 时至 15 时，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贵阳市骨科医院）

脊柱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伟，值守本

报“专家坐诊”健康热线，针对如何防治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话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交

流。

邹伟副主任介绍，腰椎间盘突出症主

要是由腰椎间盘突出导致患者腰部神经

受到影响，进而出现的相应症状表现。 如

不引起重视，除了引发腰腿痛、麻木，随着

病情发展，还会导致腰椎不稳、脊柱侧弯、

下肢无力、大小便障碍等并发症。

与许多疾病一样，腰椎间盘突出症发

生与众多因素有关，而腰椎间盘本身的退

变老化，是诱发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基本因

素。 因此要减缓腰椎间盘的退变，除了要

避免外伤外，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特别是涉及用腰方面的习

惯，也显得极为重要。

邹伟副主任表示，有研究表明，人体

保持坐姿时， 其腰椎间盘所受到的压力，

是保持站姿时的一倍多。 为此，在日常生

活中，应避免长时间静坐，避免于腰椎间

盘长时间受力。 一般保持坐姿每 0.5 至 1

小时，就应起身活动一下，如做做腰部放

松操等，让疲劳的肌肉及腰部周围组织等

得到放松。

而在保持坐姿时， 还要注意坐姿是

否正确， 科学的坐姿应为： 上身保持挺

直， 期间尽量将腰背紧贴并倚靠椅背，

如此通过减少躯体的负重， 进而使腰背

部相对处于松弛状态， 最终降低腰背的

劳损。

同时，还应避免“葛优躺”这类对腰部

缺乏支撑的不良姿势。 对于床的选择应软

硬适中，即仰卧位时，能支撑保持腰椎正常

的生理前凸，侧卧时能保持腰椎不侧弯即

可。

在避免外伤方面，平时应避免做一些

超过自身能力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弯腰搬

运重物期间要尤为注意。 一般正确的搬运

姿势，应先将身体向重物尽量靠拢，然后曲

膝、曲髋，再用双手持物，随后再伸膝、伸

髋， 搬起重物， 如此依靠下肢肌的强大力

量，可有效避免腰背部因过度用力而造成

的损伤。

黄星 本报记者 王杰

两位腰痛患者

现场咨询病情

60 岁的刘师傅和 64 岁的吴师傅多年

来被腰痛困扰，为此，两人不约而同报名参

加了本期健康热线活动，并在现场与专家

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刘师傅告诉记者，他早年是一名驾驶

员，现在已经退休。 20多年前，他的腰就开

始出现疼痛，起初病症并不严重，但随着时

间推移，现如今只要稍微久坐腰就疼得厉

害。 而吴师傅则是自去年遭遇一次脑梗

后，随后便相继出现了腰痛、大腿无力、小

腿麻木等情况，巧合的是，吴师傅退休前

也从事的是驾驶工作。

针对两位师傅的情况，专家邹伟建议

两人均应及时到医院做一个详细检查，明

确诊断后才好对症治疗。 而就目前来看，

两位师傅的腰痛均有可能系职业因素所

致腰肌劳损，不属于腰椎间盘突出症。 为

此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刘师傅应注意做

好保腰护腰的工作，特别是加强腰背肌的

锻炼，如做一些“小燕飞” ，或游泳等运动。

而对于吴师傅来说情况相对复杂一

些，因为吴师傅患过脑梗，为此不排除大腿

无力、小腿麻木系由脑梗所致，这需要吴师

傅对此做相应的检查才能确定。 而吴师傅

的腰痛，也可采取与刘师傅相似的方式，在

腰部不存在病痛症状时，加强腰背肌锻炼

即可。

得到专家的回复后，刘师傅与吴师傅

两人很是开心，并为此向专家和本报栏目

表示了感谢。

读者提问 专家解答

“腰椎间盘突出” 和

“腰椎间盘突出症” 有何不

同？ 邹伟副主任解释说，“腰

椎间盘突出” 是影像学的概

念，只能表明经腰椎 CT或磁

共振（MRI）检查中发现椎间

盘向后有膨出或突出的情

况， 但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

退化表现， 一般是不需要治

疗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

由于腰椎间盘变性、 突出

的椎间盘组织压迫神经，

局部产生了炎性刺激 ，并

表现出来腰腿疼痛等一系

列临床症状。 简单来说，腰

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

了腿部麻木、疼痛、乏力等

才被称之为腰椎间盘突出

症。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

“腰椎间盘突出” 的一些患

者也会出现与“腰椎间盘突

出症” 相类似的腰腿痛等病

症表现呢？

邹伟副主任解释说，腰

椎间盘突出症所表现出的腰

腿痛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即

此类疼痛常表现为自腰臀部

起，沿坐骨神经走行向下肢，

疼痛感可放射至臀部、 小腿

外后侧、足背及足趾，期间小

腿及足部会有麻木感， 严重

时，患者行走无力，穿鞋时脚

不能抬高。

但对于影像学存在腰椎

间盘突出的患者来说， 由于

不具备上述医学常识， 误把

由下肢静脉血栓、动脉炎，或

是由腰肌、 韧带劳损所造成

的腰腿痛， 归因为腰椎间盘

突出症所引起。

邹伟 贵阳市第四人民

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 主任

医师，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

委员,�贵州省康复医学会脊

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委员，贵

阳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

从事骨科专业临床、科

研、教学工作 20 年，对颈腰

椎间盘退变、 胸腰椎骨质疏

松骨折、脊柱骨折脊髓损伤、

畸形等伤病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 近年主持开展多项微创

脊柱外科技术， 用于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脊柱

骨折等疾病，取得满意疗效。

主持、 参与完成多项市级科

技研究项目。 在国家级重要

核心期刊发表多篇专业论

著。 先后申请获得多项国家

技术专利。

邹伟副主任说， 腰椎间

盘突出症在发病时， 给患者

造成的疼痛等不适感是十分

强烈的， 这也是为何对于处

于急性期的患者来说， 应多

卧床休息的原因所在。

然而，如此并不意味着

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就应

该不活动。 邹伟副主任表

示，因为对于病情处于缓解

期的患者来说，必要的功能

锻炼，对疾病的康复是十分

重要的，特别是对腰背肌的

锻炼。

就目前来说，比较常用

易做的锻炼方法是 “小燕

飞” ，即俯卧在床上，双手

背后，用力挺胸抬头，头胸

离开床面向上翘起。如果以

上姿势不感到吃力，还可在

做该动作时， 双膝关节伸

直，两大腿用力翘起离开床

面，坚持 3 至 5 秒，再放松

休息一下， 如此反复锻炼，

一次 10 分钟，一天两次。当

然，在此期间，应根据个人

情况适当增减量，做到量力

而行。

除此以外， 游泳对于患

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来

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锻炼方

式。

第

期

209

专家课堂

同出腰椎间盘 突出与突出症不同

腰背肌锻炼 维持腰稳定

现场花絮

邹伟（右）做客本报健康热线 王杰 /摄

腰椎间盘突出

活动注意适度

读者：我今年 65 岁，平时特别

喜欢跳舞，而就在 2 年前，我被诊断

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为此曾有医生

表示，为了减少病发几率，让我告别

跳舞。 请问得了该病真的就不能跳

舞了吗？

专家邹伟：针对您的情况来说，

还不至于禁舞，但必须掌握一个度，

即一般跳舞的时间、活动量，应以不

诱发病痛为准， 这可以从舞蹈的动

作幅度和时间上来适应， 调整到适

合自己的度,是可以适度参加的。

同时需注意的是， 诱发腰腿痛

的原因有很多， 即便是有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患者， 在出现腰腿痛等病

症时， 也不一定是由腰椎间盘突出

症所致，还有可能合并存在肾结石、

腰肌劳损等情况， 为此不同性质的

疼痛应该求助专科医师明确诊断

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治疗和锻炼。

长期伏案腰痛

多为腰肌劳损

读者：我先生 30 多岁，由于工

作原因，经常会伏案工作。现在腰部

偶尔会出现疼痛， 请问他这个属于

腰椎间盘突出症吗？

专家邹伟： 如果只是单纯的腰

痛，但没有腿痛等情况，那此类腰痛

多与职业有一定的关联。 因为长期

久坐，最容易出现腰肌劳损的情况。

建议每隔半小时或 1 小时， 就起身

活动下腰部，锻炼一下腰背肌，如工

作期间休息时间有限， 起身走动一

下，做一下伸腰动作，也能让腰部得

到适当的放松， 对缓解因腰肌劳损

造成的腰痛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在业余时间，还可参加一

些对腰背肌有利的活动，如游泳等。

如果情况没有好转， 那就需要尽早

到医院做一个系统检查，查明病因，

以免延误病情。

腰椎间盘突出症

不一定要手术

读者：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就

一定要进行手术治疗吗？

专家邹伟：虽然，腰椎间盘突出

症具有一定的复发性， 但绝大多数

经过非手术治疗， 便可达到临床症

状缓解、功能改善。

对于病程短，病情不严重，或不存

在进行性加重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来

说，一般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

疗的。 而对于存在持续性

功能障碍， 且生存质量严

重受损，经 3至 6�个月非

手术治疗无改善的患者，

才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当然，即便需要

手术治疗，患者也

不必过于担心。

邹伟表示， 随着

脊柱微创外科的

迅速发展，以及各

种管道系统、 可视

内镜系统的出现，

目前单纯椎间盘突

出髓核摘除术，已可

以做到通过小切口、

出血少的微创方式来

进行，如此，不仅能

保持脊柱结构的稳

定性，而且术后患者

恢复快，一般术后就

可适时下地活动，并

进行康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