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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显示，我国腰椎疾病
患者已突破2亿人次，其中15%为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20～50岁
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高发年纪。

四川省骨科医院颈肩腰腿痛
2科住院医师杜万里介绍：所在科
室里收治的患者中，接近50%都
是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其所在科
室近年曾收治12岁就腰椎间盘突
出的小患者。

案例1 小学6年级小男孩浩
浩（化名）在一次体育活动后，就
连续几周出现腰痛合并下肢疼
痛、麻胀的情况。家长连忙带着浩
浩到四川省骨科医院就诊。经过
腰部核磁共振（MRI）检查后，浩
浩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
神经痛。

案例2 无独有偶，住院部还
收治一个初一男孩因上课、做作
业长期久坐，也出现了上述腰痛
合并双下肢疼痛，麻胀等症状，检
查后也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

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
你爱的动作都会深深的伤害它

姓名：腰椎间盘
特点：喜欢突出
组成：位于腰椎的两个锥体

之间，由髓核、纤维环、软骨板组
成。

作用：有了腰椎间盘，人类的
脊椎才可以活动自如。不仅如此，
它还可以起到稳定关节和缓冲压
力的作用。

腰椎间盘对人类的意义重
大，但是呢，弱小无助的它又总是
受到不可抗拒力量的折磨，比如：
久坐+前倾的姿势，会让腰椎负
荷200公斤；这该死的控制不住的
腿，非要搭在另一条腿上；深陷于
沙发的柔软，一躺就是一天。久而
久之，久而久之，你的腰椎间盘真
的快要承受不住啦！

那么平时我们如何简单的判
断自己是否腰椎间盘突出了呢？
杜万里医生介绍了这几个方法：
通过1组动作测试：

直腿抬高试验：上床平躺，直
腿往上抬70度，在这个过程中，看
是否会出现了下肢发射性疼痛。
在抬高腿部出现疼痛的那一刻停
住，并且再往下放10度左右，看这
种疼痛感是否会减轻。如果减轻
了，脚尖上钩，下肢疼痛再次加
重，就要警惕是腰椎间盘突出导
致的坐骨神经痛。临床上将这个
测试称为直腿抬高试验。
通过2个典型症状判断

出现急性的腰痛。腿不肿不
热，但是会伴随着下肢（大腿外
侧、小腿后侧到足背皆可能出
现）的放射性疼痛。活动疼痛加
重，比如咳嗽、打喷嚏等都会加
重腰痛、腿痛。如果出现上述这
两种典型症状，可能和腰椎间盘
突出症相关。

成人都有腰椎间盘突出
医生：有些不用治，但这些要赶紧治

从影像学诊断来看，腰椎间
盘突出几乎每个成年人都会有。
腰椎间盘突出本身就属于退行性
疾病，只要你年龄够大（当然啦，
有些人年龄很小，但腰已经提前
步入老龄化了），腰椎就会慢慢退
化，就可能会出现腰椎间盘突出。

但是，不是所有的腰椎间盘
突出，都需要治。如果完全没有症
状，只是在做体检时通过影像检
查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则不用太
过担心。很多时候，身体会自带强
大的自愈能力。说不定你下次去
检查时，腰椎间盘突出就自己消
失了。

但是，当腰已经出现放射性

疼痛、麻木等典型的疼痛症状，而
且严格卧床休息后，症状没有减
缓，反而加重了，就要赶紧去正规
医院咨询啦！

腰椎间盘问题可大可小，要
是不小心突出到了马尾神经，那
可是会引发下肢无力、大小便异
常及性功能障碍的。

治疗方法
杜万里医生介绍，临床上常

见的治疗方式有手术治疗和非手
术治疗（积极卧床休息+针对性
的早期疼痛控制+阶段性的专科
治疗+系统性功能康复锻炼）等
治疗方法，一般恢复效果都很好。

大多数病人是不需要进行手
术治疗的，但是门诊上见过太多
喜欢“自我折腾”的患者，最后把
自己折腾进了手术室。比如：撞
树，企图把腰椎间盘突出撞回原
来的位置，找路边按摩店一顿乱
按，单杠自我悬吊牵引……

骨科医生教你6个小窍门
让「腰椎间盘突出」不再复发

在这里，杜万里医生为我们
介绍了6个小窍门，保护你的腰
椎，让腰椎间盘突出不再复发～
●上班族在腰部垫个靠枕

平时靠在有背靠的椅子上，
腰部一般是空的。腰后垫上电子
能对腰部平衡起到更好的保护作
用，缓解腰部承担的持续压力。选
择的垫子要软硬适中，厚度能刚
好填补上腰部的空缺处就好。
●不要弯腰搬重物

硬拉抬起地上的重物，光弯
腰不弯腿，会直接给腰部很大的
压力。建议屈髋屈膝，有准备地起
立，让膝关节、髋关节和腰椎一起
分担用力。
●每坐30分钟，起来抖一抖

长时间塌坐在椅子上，腰部
肌肉被压迫，得不到伸展，出现持
续性疲劳。建议每隔30分钟起来
抖一抖，接个热水，避免持续久
坐。这样能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
也能很好的释放腰部压力，改善
脊柱应力平衡。
●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现在很多人喜欢穿露脐装，
这虽然不会直接导致腰椎间盘
突出，但是会影响腰部肌肉、筋
膜的血液循环代谢，间接损害腰
椎。所以平时要做好防寒保暖的
工作，保持整个脊柱腰椎系统的
平稳运行。
●太软太硬的床都不行

太软的床，无论你的睡姿是
俯卧位、侧卧位，脊柱都会产生过
度的弯曲。为使脊柱保持正常，脊
柱周围的小肌肉群就会持续牵
张，久而久之，腰背部就会感到疲
劳、僵硬、酸胀。

人体正常脊柱从侧面呈s型
弯曲，若床板太硬，不能匹配脊柱
正常的曲线，睡的时间久了，也会
腰酸背痛。
●快走+慢跑是最佳运动

在预防以及症状缓解期，可
以通过常见的“快走+慢跑”等抗
重力性的运动方式，锻炼整个腰
背脊柱核心肌肉群，保持脊柱与
腰椎的弹性与活力。 （倪佳）

那些藏于大国重器中的

成年人的腰都有这毛病！

骨科医生：
学6个小窍门，
远离“腰突”

医名 大讲堂

我国首辆火星车名称揭晓，“祝融号”脱颖而出。祝融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被尊为最早的火神，象征着用火照耀大地，带来光明。首辆火星车命
名为祝融，寓意点燃我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人类对浩瀚星空的接续
探索和自我超越。在这里，让我们细数那些让世界瞩目的国之“神器”，
get属于中华文化的硬核浪漫。

神舟神舟
1994年初，中国自主制造的载人飞船的

名字被确定为“神舟”。“神舟”意为“神奇的天
河之舟”，又是“神州”的谐音，象征着飞船研制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是四面八方、各行各
业大协作的产物；同时，“神舟”又有神气、神采
飞扬之意，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都将为飞船的
诞生而无比骄傲与自豪。

天舟天舟
2013年10月，经公众投票，中国载人空

间站被命名为“天宫”，货运飞船被命名为“天
舟”。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船，作为向空
间站及空间实验室运送货物和推进剂等物资
的使者，被亲切称为太空中的“快递小哥”。

长征长征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

颗人造卫星，载星火箭就是长征一号。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同志们有感于毛主席著名的
《七律·长征》中表现出来的红军为实现革命目
标，藐视一切困难、不惧任何艰难险阻的顽强斗
志和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提出建
议并经上级领导批准，将火箭命名为“长征”。

天宫天宫
2002年，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整个任务

方案得到通过。2006年，天宫一号进入初样研
制阶段，并命名为“天宫一号”。命名主要根据
以下几点：（1）“天宫”是中华民族对未知太空
的通俗叫法。（2）“天宫”即“天上宫殿”，也容易
和“空间实验室”，“空间站”这些概念联系起
来。（3）天宫一号的目标中有“初步建立载人空
间实验平台”一条，因此“天宫”也有让航天员
在“太空中生活得舒服”这一层含义。

嫦娥嫦娥
我国探月工程“嫦娥”取自中国古代传

说，弘扬传统文化，表达中国人“奔月”决心。

天问天问
我国行星探测任务“天问”源于屈原长诗

《天问》，探索真理征途漫漫，科技创新永无止境。

北斗北斗
我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

“复移小凳扶窗立，教识中天北斗星”，北斗自
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指路明灯。

玉兔玉兔
我国月球车“玉兔”，玉兔形象善良、纯洁、

敏捷，与月球车构造和使命既形似又神似。

东方红东方红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升空，21时
48分进入预定轨道，21时50分传回了《东
方红》乐曲。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
我国进入了太空时代。

鹊桥鹊桥
2018年4月24日，为嫦娥四号探测器

提供地月通信支持的中继星被正式命名为
“鹊桥”。这颗蕴含“鹊桥相会”浪漫寓意的中
继卫星，为地面和嫦娥四号之间搭建起一座
通信联络的“太空鹊桥”。

悟空悟空
2015年12月16日，暗物质粒子探测

卫星被命名为“悟空”。卫星以“悟空”命名，
取意“领悟、探索太空”，另一方面，孙悟空的
火眼金睛如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探测器，
可在茫茫太空中识别暗物质的踪影。

天链天链
2019年3月31日）23时51分，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天
链二号01星”送入太空。“天链二号01星”是
我国第二代数据中继卫星系统的第一颗卫
星，是在轨卫星、空间站和地面中心站的桥梁。
天链是我国中继卫星的命名体系，中继卫星
被称为“卫星的卫星”，为中、低轨道的航天器
与航天器之间、航天器与地面站之间提供数
据中继、连续跟踪与轨适测控服务。

24日，我们还迎来了第六个中国航天日。2300年前，屈原心游
万仞，发出九天之际、安放安属的旷世《天问》。1800年前，张衡极目
广宇，浑天仪巧夺天工，触摸星宿万象的奥秘。65年前，国防部第五
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起步，担当重任。65年风云岁月，中国航
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古人追逐的飞天之梦终于渐成现实。
2021年，中国航天再度扬帆起航，长征五号B遥二火箭将发射空间
站核心舱，中国空间站建设进入关键实施阶段。

我国的空间站取名天宫，也就是“天上的宫殿”，“天宫”既是古
人对未知太空的通俗叫法，也寓意着能够让航天员们在太空中生
活得更舒服一点。

“鹊桥”是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的中继卫星，为嫦娥四号着陆
器和月球车提供地月中继通信支持。神话里，被牛郎织女的真挚情
感打动，喜鹊们搭成了一座桥让两人相会。而现实中，“鹊桥”这颗
满含浪漫寓意的中继卫星，也为地面与“嫦娥四号”之间搭起了一
座通信之桥。

我国的火星探测器取名“天问”，出自屈原长诗《天问》。全诗一
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关乎宇宙。两千多年
前，古人对天地自然发出追问，两千多年后，火星探测器“天问”升

空，表达了中华民族探索宇宙、追求真理的坚韧与执着。
暗物质是由万有引力效应明确证实其存在，但却无法通过电

磁波被直接观测到的物质。而我国的神话人物悟空，有着无所畏惧
的勇气，和一双能够看穿一切的火眼金睛，这正契合了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的发射初衷。为此我国的暗物质探测器取名“悟空”。

还有我国的导航系统取名“北斗”再合适不过了。北斗七星是
随季节和时间变化的，但无论怎么变，永远指向北极星，因而古人
经常据此来辨别方向。

一一数下来：月球车叫“玉兔”，登月探测器叫“嫦娥”，中继通
信卫星叫“鹊桥”，暗物质粒子探测器叫“悟空”，气象卫星叫“风
云”，通信卫星叫“烽火”，载人空间站叫“天宫”，探月工程叫“嫦娥
工程”，玉兔着陆的那片区域叫“广寒宫”，火星探测任务叫“天问一
号”。量子实验卫星叫“墨子”，全球定位卫星系统叫“北斗”，太阳监
测卫星计划叫“夸父计划”，火星探测卫星叫“萤火”全球卫星星座
系统叫“鸿雁”，全球“厘米级”定位服务系统叫“夔龙系统”……

我们的航天真是又刚又浪漫！这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中
国式浪漫！古人在神话书里的幻想，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实现它。

（综合人民日报、央视客户端、文汇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105期开奖结
果：58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044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5 07 14 17 26 28 蓝色球号码：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05期开奖结果：638，直选：
1253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27160注，每注奖金173元。
（34305011.5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05期开奖结果：63892，一等奖
80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1920213.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46期开奖结果：935953+14，
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1注，每注奖金53966元；三
等奖6注，每注奖金3000元。（217279110.9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45期：033130330311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45期：3300131300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45期：3300131300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45期：210220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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