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走上数十米或百米，

下肢就开始出现酸胀、乏力、疼痛

甚至麻木、步态失稳，如果长期存

在这样的病症，那很可能是腰椎管

狭窄惹的祸。 今日 14 时至 15 时，

贵州省骨科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

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省内

知名脊柱外科专家罗春山，将值守

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就如

何应对腰椎管狭窄症的话题，与广

大读者进行交流。

据了解， 腰椎管狭窄症主要

是指各种形式的椎管、 神经管以

及椎间孔的狭窄， 及软组织引起

的椎管容积改变及硬膜囊本身的

狭窄等引起的一系列腰腿痛及一

系列神经系统症状。

罗春山说， 腰椎管狭窄症属于

一种老年病，好发于 50岁以上的中

老年人。为此，一些老年患者为图省

事，不及时就医，反而去自行选择推

拿按摩，认为按一下就能缓解病症，

怎料最终都适得其反。 随着病情的

发展， 严重者甚至还会出现大小便

失禁的情况，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那么， 引起腰椎管狭窄的常见

原因有哪些？如果未及时治疗，该病

还会诱发哪些并发症？ 早期该如何

识别该病症？应对腰椎管狭窄症，目

前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手

段？ ……针对此类问题，今日 14时

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 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微

信公众号后， 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在

贵阳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

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本报记者 王杰）

腰椎管狭窄病 该如何防治？

省内知名脊柱外科专家今日将值守本报健康热线与读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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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阳市教育局昨日公

布 2019 年贵阳市中等职业教育招

生任务，今年，贵阳市中职招生（输

送）任务为 20500 人，其中含面向

全省 14 个深度贫困县、20 个极贫

乡镇、2760 个深度贫困村初中毕业

生或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初中毕

业生， 全免费职业教育精准脱贫订

单班 1100 人，其中：市属公办中职

学校 700人、市属高职院校 400人。

贵阳市中职教育实行春季、秋

季两季招生， 春季注册时间截止到

4 月 20 日， 秋季截止到 11 月 10

日。 中职招生对象为应届初中毕业

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才能注册）、

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返乡农民

工、城市下岗失业和待业人员、复转

军人及往届初中、高中毕业生。

贵阳市教育局表示，各区(市、

县）教育局要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重点，充分发挥乡(镇）中心学校作

用，摸清底数，动员、引导、帮助学业

困难的贫困户子女选择就读优质职

业院校。同时，各职业院校也要进一

步加大建档立卡贫困户初中毕业生

的宣传、引导、招生工作力度，对于

就读职业院校的精准脱贫对象子女

除享受规定减免和资助政策外，学

费、杂费、住宿费等相关费用不足部

分由学校承担。

此外， 鼓励达到一定精准脱贫

招生规模的学校集中开设“精准脱

贫订单班” ， 在专业设置上紧扣地

方产业需求和学生需求合理安排，

配备优秀的班主任（辅导员）和任

课老师，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确

保精准脱贫学生的就业或升学。

贵阳市教育局强调， 严禁中职

招生学校以任何形式有偿招生；严

禁生源学校及校长、班主任、教师等

相关人员向无招生资质学校及人员

输送生源； 严禁向中职学校索取或

接受生源组织费、 介绍费、 好处费

等。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中职 今年招生20500人

春季注册截止到4月20日，秋季注册截止到11月10日；严禁有偿招生

本报讯 春暖花开是各类鼻炎

的发病高峰期， 贵医附院耳鼻咽喉

科鼻科团队昨日举行宣传活动，为

患者免费进行鼻科疾病咨询。 记者

从咨询现场获悉， 四五月份是鼻炎

的高发季节， 医院门诊中过敏性鼻

炎的患者开始明显增多。

“以耳鼻喉科的门诊量来说，

每天来就诊的病患能达到两三百个

人，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鼻子问题，而

过敏性鼻炎又占到了 1/2。” 叶惠平

主任医生告诉记者， 正因为 4 月份

开始过敏性鼻炎高发， 每年 4 月的

第二个星期六，被设定为“全国爱

鼻日” ， 今年 4 月 13 日是第 17 个

“全国爱鼻日” ，今年的主题是“呵

护鼻腔卫生，享受健康呼吸” 。

该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喻国栋

教授表示， 鼻子是人体唯一一个

24 小时永不闭合的器官，最易受

到细菌的感染，而且鼻子病了，也

会引发全身性的疾病， 一些头晕

头昏，耳鸣，听力下降等情况也是

因为鼻炎引起的。 每到春暖花开

的四五月份都是鼻炎、 过敏性鼻

炎等鼻部疾病的发病高峰期，市

民在外出踏青郊游的同时， 常常

会伴随一些鼻部的不适症状，如

鼻塞、流涕、打喷嚏、鼻痒、眼痒

等。 加上天气中所包含的各种污

染物对人体的呼吸道、 鼻腔咽喉

威胁巨大。

“现在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

越来越高，成人占到了 10%，而儿童

占到了 40%左右。 ” 喻教授表示，尤

其是儿童过敏性鼻炎更应该重视，

情况严重者应该及早干预， 有需要

的还应该进行正规治疗。

随着过敏性鼻炎发病率越来

越高， 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专门

治疗鼻炎的机构， 甚至打出了一

个疗程包治愈的广告语。 就此，叶

惠平主任医生表示， 这类广告并

不可信。 只有鼻炎情况严重了才

需要进行干预， 作为鼻炎的规范

治疗，有脱敏和激素两种，而脱敏

治疗一般是两三年以上， 并不存

在短时间可治愈的说法。

“有一些患者轻信这种广告，

尝试了一个疗程后， 鼻炎情况确实

得到了缓解，但是缓解并非治愈。只

是鼻炎进展到了缓解期。 ”他说。

此外，针对激素治疗，叶医生

表示，家长对于儿童鼻炎使用激素

治疗非常抵触，实际上，激素并非

毒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激素并没

有问题。相反，轻信街上小广告，图

省事和时间快，才会延误鼻炎的最

佳治疗时间。

（本报记者 张梅）

过敏性鼻炎 迎来高发季

医生提醒：情况严重者及早干预，莫轻信“一个疗程治愈”说法

本报讯 据南明区政府消息，今年

一季度，南明区“智慧共治·社会共享”

平台“注册登记”功能与贵阳市企业开

办的“一网通办”全程电子化系统融合

并网， 实现了企业全程电子化、“零见

面” 的注册登记审批模式，企业开办实

现一次都不跑、一个工作日办结。

据了解，全程电子化系统打通后，

南明智慧企业 APP 成为贵阳市企业

开办“一网通办” 全程电子化系统的

一个通道。 申请人根据提示到“贵阳

工商” 微信公众号“一网通办” 进行

实名认证、微信电子签名后，审核人员

当日内会在系统后台进行线上审批。

企业开办时限压缩到一个工作日。

此次 APP全程电子化注册登记功

能， 是在 2018年南明区已实现的企业

APP注册登记“最多跑一次”的基础上

进行的再升级。 目前，通过“一网通办”申

请的企业数量占新登记企业数量的比重已

近九成，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全程电子化

带来的便利凸显。 2019年一季度，南明区

通过“一网通办”全程电子化系统共办理

营业执照2023件，是去年同期的18倍。

据悉， 南明区目前是全省首个实

现手机 APP 全程电子化办理注册登

记的区县。 （王娟 夏延芳 王杰）

企业注册登记

实现全程电子化

南明智慧企业APP升级———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南明区政府

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养犬管理工作力

度，规范养犬行为，近日，南明区向广

大市民发出《依法文明养犬致广大市

民的一封信》，提醒、提示市民依法、

文明、和谐养犬。

“信” 里要求市民遵规守约，依法

养犬。 犬只饲养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携带犬只到所在地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机构、 动物诊疗机构或者县人

民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狂犬病的强制

免疫，领取免疫证明和免疫标识。 如违

反类似规定，可以对单位饲养人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饲养

人处 2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同时要求市民加强管理， 规范养

犬，爱护环境，文明养犬。 携犬出户时，

不随意践踏草坪、花坛，不占用公共设

施，不得携犬只进入机关、学校等公共

场所；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工作、生

活的， 饲养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

制止。 （李林璠 本报记者 王杰）

南明区倡议

市民文明养犬

医生为市民检查鼻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