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1月 26日，省卫生健康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和向群率领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第三考核组成员及委宣传处

处长王永忠对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

传教育中心 2021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就健康教育工

作开展工作调研。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会议，由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副

主任吴智深主持，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

康宣传教育中心班子成员、全体在职干

部职工、离退休干部代表共计36人参加。

会上和向群就省卫生健康委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意义、考核标

准要求作讲话，并指出要以考促建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管党治党

的政治责任层层传导，把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与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结合起来。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

任段勇代表领导班子向考核组汇报 2021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情况及个

人述责述廉情况，其他班子成员作书面

述责述廉汇报。与会人员对中心领导班

子及班子成员进行民主测评，考核组对

中心领导开展个别谈话、查阅台账。

随后，和向群副主任、王永忠处长

深入各科室开展了工作调研座谈，与中

心职工面对面深入交流，听取干部职工

想法意见，深入了解中心各科室工作情

况，并就各科室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和向群指出，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

康宣传教育中心在立足中心职能职责基

础上，要进一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要求，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防控中，继续迎接考验，为维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应有贡

献。同时，要进一步开拓创新，争取更

大的进步和发展，在“以治病为中心转

向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契机下，建立

健全健康宣传教育体系，成为卫生健康

工作主力军。

大任于斯千里远，蹄疾步稳厉奋发。

下一步，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

育中心领导班子将团结带领全中心干部

职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省委、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的决策部署，以更高

认识、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推动中心全

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向纵深发展，为云南卫生健康事业持

续奋斗 !

（来源：省健康宣教中心）

12月 1日是第 34个世界艾滋病日，

云南省第 34 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

月活动当天下午在昆明地铁大梨园车辆

段正式启动。

 今年宣传月的主题是——
“生命至上 终结艾滋 健康平等”

云南省将贯彻落实全省第五轮禁毒

和防艾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推动艾滋病预防教育深入开展，

让社会公众更好地认识感染艾滋病的风

险，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艾滋病的传播，

减少恐惧和歧视，积极参与到艾滋病防

治工作中来。

从 2005 年起，云南连续开展了四

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经过艰苦卓绝

的努力，艾滋病传播快速上升的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逐步形成了“党委政府领

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防艾工作格局，建立了遍及全省、功

能齐全、运行良好的防治网络。

云南在全国率先实现了：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发
现率、治疗率、治疗有效率
●“三个 90%" 的突破性成果

2021
—年—

今年是云南省第五轮防治艾滋病人

民战争的开局之年，云南省将深入实施

艾滋病预防教育、发现干预、救治关怀、

综合治理、边境管控、科技支撑的“六

大工程”，坚决打好第五轮防艾人民战争。

副省长、省防艾委主任李玛琳宣布

防艾专列发车，并向列车员递交钥匙。

防艾专列将在地铁 1 号线开行一个

月，向广大乘客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全省交通运输行业也将创新工作方式，

在地铁、民航、城市公交、长途班线车、

在建工地及车站码头、港口等人员密集

场所通过悬挂横幅、播放公益广告、发

放宣传手册等多种方式，加强防艾相关

法律法规和有关知识的宣传，让广大的

交通参与者更多地知晓防艾知识，树立

防艾意识。

当天，在昆明地铁大学城南站还举

行了《生命至上》的快闪活动。

（来源：省健康宣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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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5 日，保山市昌

宁县召开“社区健康倡导和行为干

预”项目视频启动会议。会议设县

级主会场、12 个乡镇分会场，县乡

分管领导、乡级健康管理员、社区

健康倡导员、项目指导组成员单位

领导和相关业务人员参加启动会，

共计 150 余人。县人民政府督察专

员左昌英主持启动仪式，县卫健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志贤代表县委政

府作动员讲话，县健康教育所专业

人员对“云南省社区健康倡导和行

为干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解读，

对下步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启动会

议后，全县将分四个片区进行项目

管理和项目业务现场培训。

昌宁县“社区健康倡导和行为

干预”项目从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5 月为第一个项目周期。项目涉

及全县 13个乡镇 100 个社区（村），

每个项目社区（村）确定 1 名健康

倡导员，确定干预对象 80 人。项目

实施期间，健康倡导员将持续规范

地对目标人群进行健康倡导和行为

干预。

该项目旨在通过普及健康知识、

倡导健康行为、推介健康技能，积

极探索在社区居民中开展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工作的规律和有效途径。

通过项目实施，昌宁县的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将在“十四五”期间每年

提高 3个百分点，到“十四五”末，

实现全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 15

个百分点的总体目标。

（来源：昌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评价 2021 年度云南省基本公共

卫生健康教育服务和健康素养促进项目

工作开展情况，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

委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云南省健康

素养促进项目的通知》（云卫办宣传发

〔2021〕2 号）要求，和《云南省人口

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关于印发 < 云

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服务项

目工作手册（2021 版）>的函》的要求，

近日，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

中心对 2021 年两个项目实施情况进行

考核。

本次考核采取线上考核形式，覆盖

全省 16个州（市）。其中，健康素养促

进项目考核州市级工作情况，各州市负

责对本州下辖各县进行考核。健康教育

服务项目每个州（市）抽取1个县（区）

代表本州（市）接受本年度评估考核，

除县（区）级外，每个县（区）再抽取

该县下辖的 1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及 1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

服务站）接受年度评估考核。健康教育

服务项目考核单位的抽取由云南省人口

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纪检工作负责

人监督参与，经系统随机抽取确定。

此次考核由昆明医科大学、省疾控

中心、三个州（市）、县（市、区）的

专家共 8 人组成考核专家组。省健康宣

教中心印发了《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

宣传教育中心关于开展 2021 年云南省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服务与健康

素养促进项目线上考核的函》，按照考

核程序，接受考核的单位按照考核的要

求将工作内容上传至“基本公卫”业务

系统。考核单位抽取完成并分配后，各

考核专家通过考核系统进行资料查阅及

预考核。12 月 16 日，云南省人口和卫

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在昆明举行了现场

考核评估会，对预考核情况进行汇报和

综合评定。

下一步，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

传教育中心将根据考核情况形成考核报

告，并将针对考核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

对项目结果指标要求及工作重点进行调

查，制定出工作计划。

（来源：省健康宣教中心）

          召开
社区健康倡导和

行为干预项目工作启动
暨业务培训会议

防艾专列发车 
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月启动

日前，第十六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

学美术摄影类、舞台艺术类评选结果揭晓，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多部

作品获奖！

李晓园、段勇、李丰睿、熊春梅编

写的书籍《云南防艾典型工作案例与探

讨》获文学类二等奖。

李歆垚拍摄的照片《大山里的

120》获摄影类二等奖。

中国人口文化奖是经全国评比达标

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批准的全国性

综合类文艺奖项 ,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人口文

化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该奖项始于

1993 年，每四年一届，已成功举办了

十五届。多年来，中国人口文化奖继承

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创新与发展；弘扬

主旋律，把握正确导向；关注全民族文

化创造力、建设文化强国；为宣传及创

作更多人口文化、健康题材的艺术精品

提供了有力保障。

（来源：省健康宣教中心）

为更好地推进怒江州落实爱国卫生“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全参与行动”、提升独龙

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段勇主任带领中心有关人

员及志愿者一行于2021年 12月 19日至24日到怒江州开展了各项工作。

2021 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并开展工作调研

和向群副主任率队到云南省人口和卫生
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开展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多
部作品获第十六届中国人口文化奖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
育中心完成基本公卫服务健康
教育与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线上

考核工作

爱国卫生“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全参与行动”
督导检查及贡山县独龙江乡居民
健康素养提升调研帮扶工作

昌宁县

怒江州开展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
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到

段勇主任一行先前往贡山县独龙江乡

分两组开展独龙江乡调研及帮扶工作。一

组深入独龙江乡乡镇卫生院、巴坡村村委

会及村卫生室开展调研，了解当地健康教

育工作及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另外一

组一是对乡村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就健

康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科普开展讲座，受

益约100人；二是深入茨开完小开展烟草

危害知识讲座及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受益约230人；三是开展四场心理健康参

与式团辅，受益约160人。在贡山县，段

勇主任以《新形势下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为主题对贡山县县级健康教育工作网

络人员开展了专题培训，共100约人参加

了此次培训。通过培训，让参训人员明白

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重要性及重

要意义，并了解如何有效开展该项工作。

随后，段勇主任一行还对怒江州、

泸水市、贡山县爱国卫生“健康文明生活

方式全参与行动”通过查阅台账、现场走

访等形式进行了督导检查，并通过座谈会

的形式反馈了督导检查结果，在贡山县座

谈会上还就如何提升独龙族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进行了研讨，参会人员积极献言献策，

出谋划策。和副县长表示将加大对健康教

育工作重视程度，狠抓落实，确保独龙族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得到提升。通过督导检

查，督导组一行一致认为怒江州、

市、县级爱国卫生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全参与行动整体

氛围营造不够，希望政

府能进一步加强对爱国

卫生“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全参与行动”工作

的重视，提升工作

质量，多措并举扩

大宣传，助力全州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提升。

（来源：省健康宣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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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制

所副所长，副主任技师，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UNSW）。参与云南省一至四轮防

艾人民战争，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科技重大专项及多个国际合作项目研究。曾被

国家选派至世界卫生组织（WHO）援外工作一年。

专业：艾滋病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咨询检

测、高危人群干预、感染者和病人综合管理及

关怀、健康促进等领域的省级技术支持、国内

外合作研究。
什么是艾滋病？

艾滋病的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

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 AIDS），是由

艾滋病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引起的一种严重的慢性传染病。艾滋病

病毒侵入人体以后，破坏人体的免疫功

能，使人体发生多种难以治愈的感染和

肿瘤，最终导致死亡。艾滋病病毒主要

存在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血

液、精液、阴道分泌液、伤口渗出液和

乳汁等体液中。

艾滋病病毒是通过什么
方式传播的？我们应该
怎么样预防呢 ?

艾滋病病毒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

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不分性别、年龄、

种族和职业，人体对艾滋病病毒普遍易

感。只要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或与他

人共用注射器等行为，就存在感染艾滋

病病毒的风险。唾液、泪液、尿液和汗

液不传播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病人一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

不会传染艾滋病病毒，蚊虫叮咬也不会

传播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目前没有疫苗

可以预防，坚决杜绝卖淫、嫖娼、吸毒、

性乱等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感染艾

滋病病毒的孕妇采取服用抗病毒药物、

安全分娩、科学喂养的方法避免把病毒

传给宝宝就可以预防艾滋病。总之，拒

绝毒品、自尊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

艾滋病的根本措施。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
滋病病人，这两个是一
样的概念吗？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感染艾滋

病病毒后尚未发展到艾滋病阶段的患者

称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艾滋病病

毒后发展到艾滋病阶段的患者称为艾滋

病病人。从感染到出现临床症状的平均

潜伏期为 8—10 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其外表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样，他们可以

没有任何症状地生活和工作很多年，但

能够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当感染者发

展成为艾滋病病人后会出现原因不明的

长期低热、体重下降、盗汗、慢性腹泻、

咳嗽等症状。 

如果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为什么都强调要及早进
行规范化治疗？

虽然至今还没有可以预防艾滋病的

疫苗，也没有可以彻底根治艾滋病的药

物，但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慢性病，及

时检测发现和治疗艾滋病，患者寿命几

乎不受影响。早期及时使用抗艾滋病病

毒药物可以有效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和病人体内病毒的复制，重建免疫系统，

预防机会性感染的发生，避免死亡，使

感染者获得正常预期寿命。越早治疗，

身体对药物的耐受性就越好，副作用也

越少。治疗越晚，身体越虚弱，加之并

发多种疾病，需要同时吃多种药物，机

体将难以耐受和恢复。因此现在对艾滋

病来说，最关键的就在于早发现早治疗。

“主动检测”，是不是说
判断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
毒，我们都要通过检测呢？

是的，仅凭身体有无症状和体征是

不能判断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必

须通过检测才能确定。因此，当与他人

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或与他人共用注射

器，或有其他危险行为，怀疑自己被感

染时，应尽早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

院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和咨询。各

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免费保密的艾

滋病咨询和检测服务。

当与他人发生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危险行为后，怀疑
自己可能被感染，那么在
什么时候检测比较合适？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

出是否感染，存在检测的窗口期，也就

是从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到血液中能

检出抗体或核酸的一段时期。抗体检测

的窗口期一般为 4—12 周 , 核酸检测的

窗口期为 1—4 周。目前，最常用的检

测方法是抗体检测，因此建议在高危行

为后 4 周检测抗体，大多数感染者 4 周

可以检测到抗体。如果 4 周检测结果阴

性，那么可以等到 8周或 12周再检测。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觉得艾滋病离我很远，

还需要主动去检测吗？

一般情况下，如果 12 周之内没有再发

生高危行为，也没有检测到抗体，就可

以排除艾滋病病毒感染了。在这里还要

专门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窗口期”

尽管检测不出抗体，但有可能病毒核酸

已经在体内复制，同样具有传染性。因

此，在这段时间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

全套保护性伴不被感染。

如果想检测是否感染了艾
滋病病毒，可以到哪里去
检测呢？

如果怀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

近期发生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行

为，可以到专业的艾滋病咨询检测点接

受免费的咨询和检测等服务。云南省 16

个州（市）129 个县（市、区）均设有

艾滋病咨询检测点，分布在当地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院和医院，其中

疾控中心是免费的。医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也提供常规艾

滋病检测服务，收费标准为25元左右。

所有有可能接触到相关信息的医务人员

每年接受相关保密培训，并签署保密协

议，不管是在哪里检测，所有的检测结

果只会告知本人，不会将你的感染状况

告诉无关人员。

还可以通过购买快速检测试剂自己

做检测，包括口腔黏膜渗出液检测试剂、

尿液和血液检测试剂，这种叫做自主检

测，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种检测

手段。云南省从 2013 年起开始试点推

广艾滋病唾液自主检测，市民可以通过

药店购买试剂进行自主检测；如果您是

高校的大学生，还可以通过云南大学等

10 所高校校内的自动售卖机购买 HIV 抗

体尿液检测试剂进行自主检测。自主检

测具有方便、快捷、保护隐私等优点，

但购买快速试剂进行自我检测的人，也

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01 自我检测者，由于没有接受过

培训，采集样本、检测过程和对结果的

理解，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因此可能出

现不正确的结果，包括假阴性和假阳性。

02 自我检测阳性并不能确诊艾滋

病病毒感染，一定要到疾控中心或正规

医疗机构进行检测。

03 自我检测阴性，一般来说，提

示没有艾滋病病毒感染，但因存在窗口

期，建议在 3 个月后到疾控中心或正规

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和检测。自主检测有

任何疑问或问题，可通过搜索关注“爱

自检”微信自检服务平台进行在线咨询、

预约转介等，也可以在平台找到附近的

检测点，导航至专业的检测点进行咨询

和检测。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
艾滋病离我很远，还需要
主动去检测吗？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艾滋病离我们

并不远！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组数据：

—截止 2017 年底，我国报告现存

活感染者75.9万例；通过艾滋病检测，

2017 年当年我国诊断报告的感染者为

13.5 万例。

—近年来，通过检测并诊断报告的

感染者中，每 100 个就有 90 个以上是

经性途径感染。

—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就有可能感

染艾滋病病毒。

—我国和我省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感

染者因没有接受检测并不知晓自己的感

染状况。

从感染艾滋病病毒至发病有 8—10

年的潜伏期，此阶段肉眼不能区分感染

者，造成的后果一是感染者不知道自己

的感染状况，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严

重时会有生命危险；二是因不知道自己

感染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把病毒传染

给配偶、孩子或其他人。因此，

检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

必要的。通过早检测，可以

尽 早 发 现

自己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情

况，及时了解国

家有关治疗、关怀、

预防等方面政策和

信息，第一时间接受

抗病毒治疗，同时获

得有关服务和支持。 

�名医档案�
SHI YUHUA

施玉华

坐立不安的坐骨神经痛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洗手掌
流水湿润双手，涂抹

洗手液（或肥皂），掌心

对掌心揉搓

洗背侧指缝

手指交叉，掌心对手背揉搓

洗掌侧指缝

　　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

指缝揉搓

洗拇指

拇指在掌中转动揉搓
洗指尖

指尖在掌心揉搓

洗手腕、手臂 

旋转揉搓腕部直到肘部

双手互握，相互揉搓指背

洗指背

洗手可以预防很多疾病的传播，日常洗手表面 89% 的部位容易被忽略

最容易被忽略的部位是手指尖，指缝，手掌和拇指

为了清洁到手部容易忽略的区域 推荐使用“七步洗手法”

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外科副主任医

师，云南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常委，长期从事创伤

骨科、脊柱外科方面的临床诊治工作。

�名医档案�
SHI YUHUA

何绍烜

坐骨神经痛并不特指某一特定的疾

病，而是腰骶神经根受到压迫引起的一

组临床症候群，主要表现为腰腿痛，即

沿坐骨神经通路自腰骶部经臀部向下肢

放射到小腿甚至足踝部的烧灼样、刀割

样疼痛。坐骨神经痛是多种疾病都可能

表现出的症状，但最常见的是腰椎间盘

突出症。

坐骨神经痛主要的病因来源于腰椎

间盘的退变。我们人体的腰椎是由多个

椎骨与椎骨之间的椎间盘相连接而成，

椎间盘由外层的纤维环与中央的髓核组

织构成，极富弹性与韧性，它可以在我

们跑跳时缓冲震荡，同时提供一定的微

动以便我们能自由地弯腰、伸腰，它与

椎骨一起围成椎管，以容纳并保护在椎

管内穿行的脊髓与神经根。随着我们年

龄的增长，作为身体零件之一的腰椎间

盘也在退变、老化，表现为髓核含水量

下降、弹性下降、受压变形后不容易恢

复原样，同时外周纤环脆性增加、韧性

下降，承受过多应力后容易撕裂。在这

些变化基础上，如果有一些诱因出现，

就可能出现症状。

腰椎退变性疾病是坐骨神经痛最常

见的病因，腰椎退变性疾病除了腰椎间

盘突出症之外，还包括腰椎椎管狭窄、

腰椎滑脱、腰椎退变性侧弯等等，这一

大类疾病有一个共同病理基础，就是腰

椎间盘退变。腰椎间盘退变就会导致椎

间失稳、长期椎间失稳就会导致腰椎滑

脱、腰椎退变性侧弯等疾病。人体有代

偿机制。椎间失稳后，人体为了增加椎

间的稳定性，就会通过椎管内黄韧带增

生肥厚、椎间小关节突增生内聚等措施

来稳定腰椎，这些非正常的“维稳措施”

必然挤占正常的椎管空间，造成椎管狭

窄、神经根压迫。

另外，腰椎间盘退变萎缩后会导致

椎间隙狭窄，椎间隙狭窄变矮后必然导

致椎间孔狭窄，而椎间孔又是神经根穿

出的通道，椎间孔狭窄卡压神经根也是

坐骨神经痛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腰椎

退变性疾病之外，还有一些疾病也可能

产生坐骨神经痛，如腰椎结核、肿瘤、

梨状肌综合症、女性的某些盆腔疾病等

等。

为了减缓腰椎间盘的退变，大家需

要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注意。俗

话说，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

弓，从青少年时期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对于已经有症状的朋友，由于椎

间盘已经变性，不应长时间弯腰劳作如

洗菜、洗碗、拖地，或者直接弯下腰去

抬水、抬花盆等，不要逞强去抬扛重物，

东西掉地上时不要直接弯腰去捡，而要

挺直腰部，蹲下去捡。此外，大家平时

要多做腰背肌锻炼，以加强腰背肌的力

量，可以延缓腰椎间盘的退变。

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主要看发

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
关于关于

你你了了 多多少？少？
解解

病时间。一般来说，发病时间不足 3 个

月，又没有经过正规保守治疗的，可以

先尝试保守治疗，尽量多卧床休息，适

当做一下腰椎牵引，每天 2 次，每次半

小时，同时给予口服神经营养药如甲钴

胺片，神经止痛药如普瑞巴林胶囊，症

状重的还可以静脉输注脱水药如甘露醇

等。经过以上这些措施处理后，很多病

人能够缓解，部分病人终生不再发病。

当然，也有部分病人经以上保守治疗无

效，那也只有做手术了。现在这类

疾病大多可以通过微创手术，

用椎间孔镜完成，术后恢

复快。

腰椎滑脱的手术

技术发展到现在已

经很成熟，只要大

家选择的是正规靠

谱的医疗机构，出

现下肢瘫痪的风险

是不高的。至于年

龄，也不是判断能否

做手术的绝对因素，

主要还是要看患者基础

疾病的情况，如果没有复杂

的基础疾病，如冠心病、心功

能不全、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年纪大

的患者也是可以做手术的。

按目前的技术条件，腰椎滑脱（尤

其是滑脱较重者）的手术最好选择开放

手术，因为腰椎滑脱者必然有椎间失稳，

只有有效行椎间融合，彻底消除失稳才

能保证长期疗效，目前最靠谱的融合技

术还是传统的开放手术。另外，即便是

开放手术，一般术后 2-3 天就可鼓励病

人在支具保护下下地行走，不需要长时

间卧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