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刀疗法及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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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切
开性手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针刺方法形
成的。其特点是在治疗部位刺入深部到
病变处轻松切割，剥离有害的组织，以达
到止痛祛病的目的。主要适应于软组织
损伤性病变和骨关节病变。其优点是操
作简单，不受任何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治
疗时切口小，不用缝合，对人体组织的损
伤也小，且不易引起感染，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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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越来越
多的患者所接受。

针刀疗法适应症
1.躯干四肢的软组织损伤。如肩周

炎、颈椎病、第三腰椎横突综合症、腰椎
间盘突出症、慢性腰肌劳损、网球肘 。

2.骨质增生症如跟骨骨刺，骨性关节
炎等。

3.滑囊炎、腱鞘囊肿等。
4.骨化性肌炎早期和某些疤痕包块。

5.改善某些病理性损伤后遗症，改善
关节功能和畸形。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
强直性脊柱炎的功能障碍。

6.改善外伤和手术后导致的关节功
能障碍，如踝关节扭伤后部分软组织粘
连，影响功能活动者。

区中医医院主办

中医天地中医天地

健康知识是最好的疫苗

区疾控中心主办

5、黄热病的临床表现是什么？
黄热病的潜伏期一般为3-6天。本病

临床表现差异很大，病情可从轻度自限
性到致死性感染。典型临床过程可分为4
期。（1）病毒血症期。急性起病，寒战、发
热，可达 39-40℃，相对缓脉。剧烈头痛、
背痛、全身肌肉痛，恶心、呕吐。结膜和面
部充血，鼻衄。可有蛋白尿。症状持续3-5
天。（2）缓解期。感染期发病的3-5天后出
现 12-24 小时的缓解期，表现为体温下
降，头痛消失，全身基本状况改善。此期
体内病毒被清除，血中可以查到非感染
性免疫复合物。轻度患者在此期可以痊
愈。（3）肝肾损伤期。此期持续 3-8天，约
15%-25％患者自缓解期后进入此期。体
温再次升高，全身症状重新出现，频繁呕
吐，上腹痛等。出现黄疸并逐渐加深，出

血表现如瘀点、瘀斑、鼻衄、粘膜广泛出
血，甚至腔道大出血。肾功能异常，尿量
减少，蛋白尿。心脏损害心电图可见 ST-
T段异常，少数可出现急性心肌扩张。可
出现脑水肿，脑脊液蛋白升高但白细胞
不高。高血压，心动过速，休克，顽固性呃
逆提示预后不良。此期患者约有 20%-
50％在发病后的 7-10 天死亡。（4）恢复
期。此期患者极度疲乏虚弱，可持续 2-4
周。也有报道患者在恢复期死亡，部分是
由于心律失常。转氨酶升高可持续至恢
复后数月。一般无后遗症。

6、黄热病的预防措施
（1）控制传染源。强化口岸检疫和健

康教育措施，来自疫区的市民朋友应在
入境时及时做好健康申报，并建议在入
境后采取个人防蚊措施，降低黄热病的

输入风险和蚊媒类传染病的本地传播。
（2）切断传播途径。随着气候变暖和

蚊媒活跃期的到来，建议市民朋友及时
清除居家及周边环境的蚊虫滋生地，降
低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境外旅游或工
作，应提前做好防蚊准备。

（3）保护易感人群。如需进入黄热病
疫区、已知或预测有黄热病疫情活动的
区域，9月龄以上儿童和成年人应常规接
种黄热病疫苗进行免疫预防，免疫力可
持续达10年以上。

黄热病知识介绍（二）

健 康
北京怀柔医院主办

今年64岁的郭女士患有三叉神经痛
12年。疼痛发作时右侧面部针刺样、电击
样疼痛，每次发作持续数秒至数分钟，咀
嚼、刷牙、触摸面部甚至说话均可诱发疼
痛发作或加重，长期服用药物产生了严
重的过敏反应，多方求医效果不佳，严重
影响生活质量。听人介绍来我院疼痛科
就诊，给予收入院治疗。在安贞医院疼痛
科何明伟主任的指导下成功为患者实施
选择性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毁损
术，术后患者疼痛完全消失，痊愈出院。

据了解，三叉神经痛是原发性三叉神
经痛的简称，表现为三叉神经分布区内短
暂的反复发作性剧痛，被称为“疼痛之
王”，发作时以面颊上下颌及舌部明显的

剧烈电击样、针刺样、刀割样或撕裂样疼
痛，严重的患者可因疼痛出现面肌反射性
抽搐、痛性抽搐，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以往三叉神经痛首选药物治疗，但
药物治疗不良反应多且易出现耐药，三
叉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毁损术是目前应
用最广泛、效果最好也最安全的治疗方
法，尤其适用于老年体衰有系统性疾病、
不能耐受手术者，且重复应用有效。

疼痛科王利刚副主任介绍，这是一种
运用微电脑程序控制温度达到精确射频
的微创技术，可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选择
合适的射频温度，并有自动安全测试程
序，在大型C臂的定位下穿刺，针尖直达
病变的根部半月神经节，通过温控射频仪

自带的电刺激毁损神经，只毁损病变神经
的痛觉纤维，其它感觉仍在，使病变神经
不再传递疼痛，整个过程安全性很高，且
具有损伤小、创口小、愈合快、不留疤痕、
疗效确切，复发率低、并发症少等优点。

疼痛科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毁
损术的开展，为广大三叉神经痛患者脱
离病痛带来了福音，同时也填补了我区
三叉神经痛微创治疗的空白。

王利刚

区妇幼保健院主办

妇幼健康驿站妇幼健康驿站

雷火灸技术，是借助艾柱燃烧时产生
的热力、红外线辐射和药化因子、物理因
子，经脉络和腧穴的循经感传，发挥温通经
络、活血化瘀、祛风除湿、消肿止痛、扶正祛
邪等作用，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外治方法

雷火灸常用的灸具有悬灸棒灸盒、
长斗式双（单）孔灸具盒等。它能够有效

缓解痛症如：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
腿痛、肩周炎、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腱
鞘炎、跟痛症、网球肘等；妇科疾病：痛
经、月经不调、盆腔炎、输卵管炎、子宫肌
瘤等。区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于 2016 年 3
月1日起开展了雷火灸疗法，如果有需要
可到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咨询。

咨询电话：8969 1500-8101
袁君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社保广角社保广角

四、欠费期间的医疗费用应该在什
么时间申报？

一般是单位补缴后隔月申报，比如3
月欠费，4月完成补缴，6月申请手工报销。

五、每年是否只有年底或年初一次
申报机会？手工报销业务的受理时间是
何时？

1.手工报销申报次数不限制。
2.每月的1-20日为业务受理时间。
3.特别需要注意的：年度医疗费用最

终申报截止时间是次年 1 月 20 日，比如
2014 年度医疗费用，必须在 2015 年 1 月

20日前完成申报。住院的，以出院时间为
准。

六、如果跨年住院了，但是因为特殊
情况，费用不能实时结算，这个医疗费用
应当怎样申报？

如果医保患者年底住院，患者或家
属必须提前告知医院，要求医院将费用
按照不同年份进行分割。通常有两种情
况：一是持社保卡或补（换）卡证明就医
的，医院将费用信息上传医保网络的，参
保人、参保单位按照正常申报要求进行
费用申报；二是异地就医、急诊就医等情

况，医院没有将费用信息上传医保网络
的，需要参保人或家属向医院索取费用
明细分割单（按照不同年份进行分割）。

七、跨年住院，起付标准、基金累计
如何计算？

基金累计按照实际发生时间，分年
度累计。起付标准记入当时所在年度。

中医科开展雷火灸技术

骨科开展针刀疗法

基本医保问答（二）

2016年5月16日11星期一

生活服务
本版编辑/金浩 校对/姜东浩 排版/陈桂玉 邮箱:huairoubao@126.com

每周资讯每周资讯

市级三甲医院专家出诊

于大平：北京胸科医院，主任医

师，擅长胸部肿瘤、肺部良性疾病、结

核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外科治疗，

胸部疾病的内窥镜诊断及胸外科微

创治疗技术。

出诊时间：周二上午

刘雅：地坛医院，主任医师，擅长

治疗各型病毒性肝炎、慢性肝炎、肝

硬化、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肝炎合并

症等疾病。

出诊时间：周四上午

王宪波：地坛医院，主任医师，医

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治疗

脂肪肝、消化系统疾病、高血压、风湿

性疾病、腰腿痛、失眠、妇科疾病及各

种肝病。

出诊时间：隔周日上午

江宇泳：地坛医院，主任医师，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治疗各种

消化系统疾病，便秘，失眠，月经不

调，肝病合并胃肠功能障碍等病症。

出诊时间：隔周日上午

吴东海：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

师。擅长治疗红斑狼疮、类风湿关

节炎、皮肌炎、硬皮病等风湿免疫

性疾病。

出诊时间：隔周四上午

朱家莱：儿童医院，主任医师。擅

长治疗小儿心血管内科、综合内科等

疾病。

出诊时间：周三上午

安贞医院专家：主任医师。擅长

治疗冠心病、心脏介入、高血压等

疾病。

出诊时间：周五上午（限号10人）

梁娜：妇产医院，主治医师。擅长

妇产科超声。

出诊时间：隔周二上午

柳顺玉：妇产医院，副主任医师。

擅长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异常

子宫出血、卵巢功能减退、月经失调、

闭经、高泌乳素血症、性分化及发育

异常、更年期相关疾病等妇科内分泌

疾病的规范化、个性化治疗。

出诊时间：隔周日全天（上午、下

午各限号20人）

王保国：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

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擅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

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

出诊时间：每月第 3周的周三全

天（上午、下午各限号15人）

何明伟：安贞医院，主治医师，医

学博士。擅长头痛、面肌痉挛、颈椎

病、颈腰椎间盘突出症、四肢关节痛、

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复

杂性疼痛病的诊断和治疗。

出诊时间：每月第二个周的周三

下午（下午限号15人）

若有临时变动，以当天出诊为准。

北京怀柔医院咨询电话：

60686699—8541
（7：45-11：20 13：30-16：00）

专家出诊

频率: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
直播间热线电话:69632004/69632005
非上线时间广大听众也可以拨打以上
两部热线电话咨询和反映问题。

上线单位
领导

时 间

““行风热线行风热线””早知道早知道
上线
单位

5月16日星期一
7:20—7:40

5月20日星期五
7:20—7:40

5月18日星期三
7:2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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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琳
副主任

区文促中心
吕晓国
主 任

区公路分局
刘春杰
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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