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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实习生 李涵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
的、炎症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可引发一系列症状，包括关节部
位的疼痛和肿胀。据统计，全球
约有2370万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中国约有400万患者。

5月11日，由中华医学会、中
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办的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风
湿病学学术会议”在郑州召开。
与会专家强调，治疗不规范、疼
痛减轻即随意减药停药严重制
约我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缓解率
的提升。

“有类风湿关节炎家族史的
人群、吸烟者以及女性是类风湿
关节炎的高发群体，女性患者的
数量是男性的三倍。”中华医学会
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

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小峰教
授说，在我国，90%以上的患者没
有得到很好的诊断与治疗，近五
成患者2年内出现骨侵蚀。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病情缓
解不了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医
生缺乏规范化的治疗方案，二是
患者依从性差，不到正规医院就
诊。”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常
务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
科主任医师李梦涛教授就此建
议，患者出现关节软组织疼痛的
症状后，应首先去风湿病科就诊，
排除风湿病后再去其他科就诊，
以免延误治疗。

“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疾病的
完全缓解并非单纯以关节是否还
疼痛来衡量，要结合关节检查和
炎症指标综合评估。”曾小峰教授
说，很多时候即使疼痛减轻但关
节仍有残留炎症和进行性损伤，

若此时急于减药、停药，极易导致
炎症复发。

“患者一定要定期回访，以便
医生随时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
整药的剂量和疗程。有些药物要
坚持服用一个半月甚至更长时间
才有效，一定不可以随意减药、换
药，擅自使用偏方。”中华医学会
风湿病学分会委员、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刘升云教
授强调。

据刘升云教授介绍，类风湿
关节炎的主要治疗药物包括非甾
类抗炎药、慢作用抗风湿药、免疫
抑制剂、免疫和生物制剂及植物
药等众多药物。随着多种激酶在
免疫激活和炎症信号通路中的关
键作用机制被逐渐深入认识，能
有效阻止炎症反应的JAK抑制
剂等选择性激酶抑制剂已成为治
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新策略。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李涵

肥胖能导致多种疾病，难
道也会影响生育吗？答案是
肯定的。刘女士在经历了不
孕、流产、试管婴儿失败、生化
妊娠等多次打击后，终于找到
了罪魁祸首——肥胖。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管一春
说，无论男女，肥胖都会对孕
育下一代产生影响。在未怀
孕时，女性肥胖可能导致多囊
卵巢综合征，没有正常月经，
不排卵或卵泡发育不成熟，并
且容易发生胰岛素抵抗，从而
越来越胖，形成恶性循环。男
性肥胖则会导致精子质量下
降，影响受孕率。

刘女士就是由于过度肥
胖导致的不孕，并伴有严重的
Ⅱ型糖尿病，因此难以受孕。

类似刘女士这样因怀孕
困难而选择试管婴儿的父母
不在少数，可肥胖同样会导致
试管婴儿成功率下降。管一
春说，肥胖人群对促排卵药反
应不明显，进而出现卵泡生长
停滞的可能性也会高很多，出
现像刘女士一样流产、生化妊
娠等失败的结果。

更不幸的是，即使成功受
孕，肥胖也会对孕妇和胎儿构

成巨大威胁。管一春说，肥胖
会引发妊娠糖尿病，造成流
产、早产，胎儿在母体高糖环
境中发育，容易形成死胎、宫
内窘迫，即使顺利出生，也易
发生多种新生儿疾病，如巨大
儿、新生儿低血糖等。

“从临床上看，近几年，肥
胖导致的生育问题呈上升趋
势。”管一春说，这其中有学术
原因，之前学界多重视肥胖在
妊娠期对孕产妇的影响，近些
年则更重视肥胖对怀孕早期
的影响。另外，人们的不良生
活习惯也是重要因素。过多
摄入垃圾食品、偏重面食，都
会造成糖分在体内堆积，引起
血糖异常。管一春强调，有些
爱美的姑娘因为减肥不吃主
食，改吃水果，这是非常不可
取的，因为水果中的含糖量更
高，更易引起肥胖。

对于肥胖人群，管一春说
减重也许更易受孕，刘女士就
是在减重50斤后，对促排卵
药物反应明显，成功受孕并生
产的。

对于普通孕产妇，管一春
建议没有必要大吃大补，正常
饮食即可，控制体重适度增
加，坚持适量运动，BMI指数
要保持在25以下，定期孕检，
监测相关指标。

□记者 林辉 实习生 韩笑恬
通讯员 田培

女性的泌尿系统感染很
常见，犯病的时候特别痛苦，
总是坐在马桶上，想小便但又
便不出来，而且小便的时候很
疼，甚至尿血，但去医院验尿，
有时候却查不出细菌。

“验尿时找不到细菌，尿
培养也是阴性，但这不意味着
没有细菌。”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泌尿二病区主任
范锐解释说，这是因为细菌和
炎性细胞多蛰伏在尿道旁腺
之内，只有在尿道旁腺分泌的
黏液丝中才能找到较多的脓
细胞，这就需要有经验的医生
认真检查。

很多人出现泌尿系统感
染后，尿频尿痛，先在家吃了
抗生素，效果不好，才去医

院。范锐说，这种情况下，小
便中本来可能检测到的细菌
很可能已经被抗生素杀死
了，而无法找到“真凶”。想找
到真相，要在服用抗生素前做

“尿常规”检查，甚至可以做尿
细菌培养，这样才能针对感染
的细菌选择药物。

此外，泌尿系统感染在女
性高发，和女性的尿道结构有
关，而更年期的女性更常见，
和雌激素缺乏有一定关系。

“正常情况下，在雌激素
的影响下，尿道被覆着很厚的
上皮，血运丰富，能抵抗病原
体侵入，尿道可以和细菌保持
生态平衡，相安无事。”范锐表
示，更年期过后，卵巢的功能
衰退，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
尿道壁萎缩变薄，上皮细胞内
糖原减少，防护能力下降，泌
尿系统感染问题就容易发生。

关节软组织疼痛,就诊首选风湿病科

泌尿系统感染
有时“真凶”藏得深

因为肥胖，她总怀不了孕,专家提醒——

警惕肥胖阻碍好“孕”来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杨柏青

糖尿病患者的肾脏受损几率
与风险，要远远高于非糖尿病患
者。但是现实中，糖尿病的肾损
伤却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症状不
易察觉。若早期不加以控制，任
由肾功能不可逆地减退，到了中
晚期发展成糖尿病肾病，患者的
生活质量将不容乐观，治疗难度
也大大提高。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肾移
植、肾内病区副主任张靖华说，糖
友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观察
一些生活细节，以便及早发现肾
损伤的症状，比如如厕后多看一
眼。老年人养成如厕后看一眼的
习惯，观察下尿液的颜色和性
状。若尿中有泡沫，放置一个小
时后观察泡沫仍不消失，或劳累、
感冒、上火后尿色加深，呈浓茶
色、酱油色，应及时到肾病科进行

尿液检查。此外，贫血、食欲减
退、恶心、呕吐、皮肤瘙痒、腰痛等
都可能是慢性肾病透露的信号。

此外，要每年查一次尿常
规。张靖华提示说，Ⅰ型糖尿病
人患病5年后要检查肾脏功能，
而Ⅱ型糖尿病人因为症状不明
显，发病时血糖可能已经升高多
年，一旦得病要立即检查肾功能，
以后每年都至少检查一次。

拜博口腔24年历史，全国
50城 200多家连锁。2014年
获得联想控股10亿投资，成为
联想控股成员企业。在河南郑
州、洛阳、新乡、焦作4个城市共
建立3家二级口腔医院和7个
口腔门诊部。

为帮助缺牙人克服种植牙

疼痛恐惧，拜博口腔联合本报
于5月24日举办“6分钟种牙直
播”。直播当天，共有51项豪
华大奖等你抽，每人最高可享5
次连抽机会。只要你肯来，就
有机会拿走价值10000元的德
国进口种植体，其他大奖更会
给你惊喜！

大河报金牌口腔评榜：拜博口腔夺魁！万名缺牙人共同的选择

6分钟种牙震撼直播，51项大奖5次连抽
5月24日，到拜博口腔，看种牙直播，抽万元大奖。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丨种牙疼吗？会出血
吗？需要多长时间？拜博ID-
DC数字化种植牙如何实现种
植过程操作的位点、深度、角度
精准控制？本月24日拜博口腔
联合本报推出的6分钟种牙直
播震撼来袭！直播现场5次连
抽51项大奖等您拿！大河种牙
专线：0371-65795671

“我干的是修表的小生意，
我可知道机器操作精确性有多
重要！为啥许多机械名表都不
容易坏，就因为非常精密！现在
掉牙了，选择种牙时也想选择精
准种牙！拜博IDDC有3D数字
化导板，我放心！”张先生今年47
岁，下半口缺牙一颗，今年2月份
来拜博IDDC种牙。

为张先生种牙的IDDC彭布
强专家表示，“张先生由于缺牙
时间过长，邻牙向缺牙处歪斜，
种植手术空间复杂，植体植入角
度、位点、深度的精准把握难度
加大！”借助3D数字化导板，ID-
DC彭布强专家将1颗Dentis种
植体精准植入！整个过程不到
15分钟！术后张先生非常钦佩
彭专家。

“上排牙齿掉了五颗，从
去年就开始想种牙了，但我
这个人比较挑剔，就想找个
技术好、有名的大夫给我看
牙！来来回回挑了大半年，
最后还是决定来拜博 ID-
DC！”为何八旬的张老对拜
博IDDC情有独钟？

深入采访了解到，其实
像张老这样认准拜博IDDC
种牙的老人还有很多。拜博
IDDC汇聚100余位国内外
知名种植牙专家组成飞行专
家团，通过远程会诊、定期亲
诊，帮助河南种牙人享受“北
上广深”专家水准的种牙服
务。在河南，已经有超过
327 例疑难种牙病例通过
IDDC“远程会诊”平台得到
了救助。

技术
精准种牙需“毫厘不差”
3D数字化导板显“威力”

□记者 林辉

八旬缺牙老人认准拜博
只因IDDC汇聚种牙名医

6分钟种好牙震撼直播
51项大奖5次连抽

细心观察，别让糖尿病“偷袭”你的肾

权威种植专家-彭布强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IDDC种植专家团成员
★拜博口腔医疗集团颌面外科
专家
★成功种植10万余颗种植牙

大奖

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