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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是膝关节骨关节炎发
病的一个重要诱因。”沙宇主任提
醒，对于那些比较肥胖的人来说，
膝关节就是“千斤顶”，就好比用
一个面包车的马达，去拉大货车，

发动机肯定会坏。所以，肥胖患
者一定要减重减轻关节的负担。

近年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骨科把膝关节专科专病建设
放在重要位置，集中优势力量专

注膝关节病研究，明确以关节微
创、康复、运动训练为一体的特色
发展方向，本周四下午将在东西
院区骨科进行关节疾病第60次
联合会诊。

□记者 林辉

8月23日，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集团成
立仪式在该院举行，标志着我
省在中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医药卫
生事业开启了集团化、一体化
发展新的征程。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
始建于1953年，是集医疗、科
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
省级综合性中医医院，拥有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7个、国家中
医重点专科14个、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重点学科9个、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三级科研实验室4个。

据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
院院长朱明军教授介绍，医疗
集团初始于2016年1月医院
对二级甲等医院睢县中医院
进行经营管理和临床业务的
全面托管。随着医改步伐的
加大，医院分别运用“托管”

“专科共建”“协作医院”“对口
帮扶”等4种合作模式，又先

后托管了3家中医院、与27家
合作医院进行“专科共建”、与
1家大型社区医院进行协作、
帮扶了3家医院，为医疗集团
的成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进一步落实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精神，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实施，医院决定在现有的
合作基础上，成立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集
团。”朱明军表示，在利用医院
国家级重点专科与重点学科
的优势资源，探索与基层综合
性医院、西医院、专科医院的
建设性合作的同时，下一步将
加大医院及医疗集团成员医
院网络信息化工程建设，建成
较完善的远程医疗服务系统
平台，实现医疗集团全部成员
实现远程医学中心互联。此
外，还要加大引进高水平外科
人才，提高医院及合作医院外
科手术能力及处理急、危重症
患者的水平。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中医上讲，秋季养生贵在
养阴防燥。河南大学附属郑
州颐和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
医师朱黎明介绍，秋季阳气渐
收，阴气生长，故保养体内阴
气成为首要任务，而养阴的关
键在于防燥，这一原则应具体
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朱黎明建议，首先应合理
膳食，宜清淡，蔬果为主。体
质、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和慢性
病患者，晨起可以粥食为主，
可多吃些红枣、莲子、百合、枸
杞子等清补、平补之品，以健
身祛病，延年益寿；其次，多饮
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
吃些萝卜、莲藕、香蕉、梨、蜂
蜜等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
物；再次，尽量少食或不食葱、
姜、蒜、辣椒、烈性酒等燥热之
品及油炸、肥腻之物，还可吃
些酸味食物以收敛肝气，有保
肝护肝的作用，但不可过量；
最后，应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强身健体，可选择登高、慢跑、
快走、冷水浴等锻炼项目。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马一禾

5岁的浩浩（化名）经常出
现咽痛、发热等情况，几乎每
月发作一次，父母一开始没注
意，直到他出现血尿、蛋白尿，
才慌忙赶到郑州儿童医院就
诊。通过检查，医生确诊浩浩
患上了急性肾小球肾炎。经
过进一步检查，医生发现，罪
魁祸首竟然是扁桃体炎。

扁桃体发炎为何会导致
这么严重的后果？“这要从扁
桃体本身特殊结构说起。”郑
州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
生姜岚介绍，扁桃体位于口咽
两侧腭舌弓和腭咽弓之间的
三角形扁桃体窝内，就是通常
说的喉咙，它守在人体跟外界
相通的第一道关卡，在儿童时
期起到一夫当关的作用。

当身体抵抗力低下时，这
个地方很容易被细菌攻击而
发炎，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就是
攻击扁桃体最重要的敌人之
一。炎症开始发作时，出现咽
痛、发热、疲劳乏力等症状。
当链球菌释放的毒素长期侵
犯身体，就可能引起肾小球肾

炎，甚至引发风湿性心瓣膜病。
“扁桃体是人体呼吸道的

第一道免疫器官，其免疫功能
在小儿期，尤其是儿童3~5岁
时最活跃，是非常有用的免疫
器官。”姜岚说，但扁桃体的免
疫能力也有限，当吸入的病原
微生物数量较多或者毒力较
强时，就会引起扁桃体发炎，
出现红肿、疼痛、化脓等。其
陷窝上会出现许多小脓栓，严
重的会布满脓苔，反复发炎则
会形成慢性扁桃体炎。

同时，反复炎症会让扁桃
体增生肥大，越来越大的两侧
扁桃体几乎碰在一起，就像两
扇大门堵住了咽部，将会影响
孩子的呼吸、听力和智力。

扁桃体反复发炎，是否需
要切除？姜岚说，反复发炎和
肥大，是判定手术的两大主要
指征。所谓“反复”，是指扁桃
体炎一年内发作四次以上，且
连续两年。扁桃体肥大，引起
了上呼吸道阻塞，造成严重打
鼾，吞咽不畅，发音不清等。
另外，有过一次或一次以上扁
桃体脓肿。扁桃体引起了全
身疾病，成为病灶性扁桃体，
都要考虑进行切除手术。

MDT下实施微创手术

285斤超重老人开始新生活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田秀峰

核心提示 | 身体超重会累及心脏、肾脏、血管，出
现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今年6月初，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骨科病房里来了一位超重的老
年患者，膝关节疼痛10余年，即将“压塌”的膝关节给患者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治疗也成了很大的难
题。在多学科协作下，安全有效地规避风险，用微创技术精准治疗，给患者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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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郑东新区的马老先生今
年75岁，身高180cm，体重十几
年保持在285斤左右。马老先生

常年体重严重超标，导致右膝关
节严重变形，并伴有重度疼痛，多
年来，顽固的下肢皮肤病、重度高

血压、前列腺肥大等疾病缠身。
十多年来，马老先生步履维艰，只
能靠拐杖走到楼下的小公园。

今年6月初，家人慕名带马
老先生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骨科东院区就诊。

入院检查，马老先生的BMI
（体重指数）达到43.98kg/m2，超
出了 BMI≥40kg/m2 重度肥胖
的标准，并伴有重度高血压（血压
180/110mmhg）、顽固性双下肢
坠积性皮炎、重度前列腺肥大等
症状。DR检查右膝关节外侧的
软骨完全磨损，初步诊断为右膝
重度骨性关节炎。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骨科
主任、膝关节专家沙宇根据马老
先生的病情，考虑与心血管、皮肤
科、泌尿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协作
（MDT），采取单髁微创技术以确
保诊治精准安全，快速康复。

入院第一天，皮肤科王天祥
主任亲自会诊，制定下肢坠积性
皮炎的治疗方案——特制药膏及
中药溻洗；心血管、泌尿科等多学
科随后会诊专科干预；因马老先
生严重肥胖等特殊体质势必给手
术麻醉带来挑战，膝关节专业团
队多次讨论切磋手术入路及方
式；术前，麻醉科钱晓岚主任、麻
醉医师王勤英、杨志勇大夫三次
会诊；主管医生孟庆辉每一处都
尽心精心，一天四次与患者及家
属沟通成了常态。

马老先生入院第三天，骨科
膝关节病专家团队为老人实施不
破坏关节周围组织微创的“单髁
置换术”。手术仅1小时，就顺利
结束。手术当天，马老先生借助

助行器，下床站立适度行走。
出院两个月内，老人两次来

院复查，完全恢复生活步态，而老
人也充分意识到肥胖的危害，在
饮食结构和习惯上发生了变化，
体重正在逐渐下降。

2017年初，在医院领导倡导
的多学科协作模式支持下，河南
省直三院骨科膝关节团队开启了
老年骨性关节炎的多学科协作模
式。老年骨性关节炎MDT团队
由急重医学科、康复科、麻醉科、
放射科等科室专家组成，定期对
骨性关节炎老年患者围术期进行
多学科诊疗讨论，共同制定系统
诊疗方案，并对患者实施全程跟
踪检测，适时调整治疗策略，以彻
底解决患者诸多疾患。

困境 | 超重老人步履维艰成常态

解忧 | MDT下实施微创手术

提醒 | 控制体重减轻关节负担

入秋换季多注意 莫让疾病找上门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核心提示丨 8月23日是处暑，正是入秋换季时。这一时期，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在这样的天气
里，人们容易放松对寒凉的警惕性，白天有时仍然很热，但是到了夜晚，可能前半夜还闷热难当，凌
晨时分就又转凉。专家提醒，入秋需注意防寒保暖，预防各种季节性疾病的发生。

“入秋后，天气早晚较凉，稍
不注意，就会出现腹痛、吐、泻、
伤风感冒、腰肩疼痛等症状。”河
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呼吸
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杜志强表
示，空调开放时间不宜过长，夜
里最好不开或只开除湿功能。
这样，既可降温祛暑，又可预防

空调病。长时间在空调环境中
工作学习可经常喝点姜汤。生
姜具有发汗解表、温胃止呕、解
毒三大功效，可有效防治“空调
病”。特别是有慢性病如哮喘、
慢性支气管炎及胃肠功能较弱
的患者，不宜开空调，必要时避
免直吹或将腹部盖好。

刚入秋还要防“空调病”

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
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于圣
立介绍，入秋后年轻人成了咽喉
炎发作的主力军，大多是受凉引
起的咽部红肿。咽炎、喉炎多发
与天气变化有关。

“秋天湿度降低，空气变得干
燥，温度也逐渐降低，人们很容易
出现秋燥，而秋燥容易危害肺部

引起肺炎。”于圣立说，秋季还是
慢性气管炎的高发期，特别是老
年人对气候的变化较敏感，且适
应性差，易因上呼吸道感染而发
病。平时要注意空气流通，根据
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耐寒锻
炼也要从初秋开始，提高免疫力
并保持良好的情绪，还要避免与
过敏原接触。

初秋警惕多发咽喉炎

秋季养生
贵在养阴防燥

5岁男童患急性肾炎

扁桃体发炎
会惹出这样的祸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医疗集团成立

四大合作模式
助推医改新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