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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伟琰

时下，温度适宜，风清气爽，
是户外登山的绝佳时机。

河南省中医院关节病科主
任王上增教授提醒，登山是增强
心、肺、脑功能非常好的运动，但
极其容易诱发或加重膝骨性关
节炎。爬山属于负重运动，当身
体向上攀爬时，膝盖承受的重量
是自身体重的3倍左右。而下
山时，膝盖除了要承受自身体重
外还要负担下冲的力量，对髌骨
软骨面和胫骨软骨面的压迫和
摩擦是巨大的。特别是中老年
人，膝关节的自然老化已经非常
明显，倘若继续登山，不仅会加
速膝关节软骨的退化，严重时还
会导致软骨的破裂。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登
山运动呢？王上增给出了几点
参考意见。

有过劳史。年轻时过度劳
累导致膝关节损伤，是老年后膝
骨性关节炎发生的主要原因之
一，老年后不当的运动更增加患
病风险。

肥胖。过度肥胖导致膝关
节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更容易引
起膝关节劳损，甚至诱发创伤性
关节炎。

晨僵。早晨起床后活动不
灵敏，稍活动后会有所缓解。或
久坐后起立，膝关节非常疼痛屈
伸困难，缓慢活动后症状消失。

膝软。老百姓叫“打软腿”，
走路过程中膝部突然发软，感觉
要摔倒或跪倒，同时伴有剧痛。

疼痛。下楼梯时，膝关节疼
痛、酸软，往往下楼梯比上楼梯
更困难。遇寒、过度劳累后膝关
节疼痛加重。

肿胀。膝关节滑膜增生和
关节内积液会导致肿胀，初期常
因扭伤、着凉而发作，后期变为
持续性肿胀。

绞锁。行走过程中膝关节
突然保持在某个状态不能动弹，
像是被卡住一样，需要慢慢晃动
关节，听到“咔吧”声后，关节才
恢复正常。

畸形。膝关节粗大变形，甚
至跛行或O形腿，导致膝关节活
动范围减小，不能完全伸直弯
曲，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坐
便困难。

“有以上症状的人群，说明

膝关节很容易出现问题或是已
经患上不同程度的膝骨性关节
炎，所以强烈建议不登山。”王上
增强调说，对于膝关节好的人
群，不建议过度登山。爬山时尽
量使用护膝和手杖，少带行李减
轻负重，切忌赶超，途中感到疲
惫不适时要及时休息调整，可以
对膝关节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9月22日，郑州肿瘤专科联
盟正式成立，来自省内的20余
家医院成为郑州肿瘤专科联盟
首批成员。

经会议选举，郑州市三院院
长李安州当选肿瘤专科联盟理
事长。李安州称，郑州肿瘤专科
联盟将在郑州市卫计委指导下，
以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共同提
高肿瘤规范化治疗水平为原则，
通过多学科会诊、学术交流、共
同开发科研等方式，建立布局合
理分工协作的分级诊疗就医格
局，提升郑州市肿瘤疾病整体诊
疗水平，满足广大群众健康需求。

河南省肿瘤医院院长张建
功对联盟的成立给予高度评
价。他说，肿瘤的规范化治疗任
重而道远，随着医疗改革的稳步
推进，各成员单位需紧密协作，
共同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为
联盟健康快速发展不懈努力。

在专科联盟成立大会上，安
阳肿瘤医院院长徐瑞平、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院长胡凯
文、郑州市三院院长李安州等专
家，还就肿瘤的发病机制、流行
病学、诊断、综合治疗的最新进
展、最新理念及肿瘤防治领域的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和
全面解读。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邢永田

9月21日，河南省人民医院
儿童心脏中心叶县分中心正式
挂牌。从此，叶县老百姓不出远
门，也可享受省级专家服务了。

“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心脏
中心叶县分中心的成立，不仅是
叶县人民医院发展史的一个里程
碑，也是叶县先心病患者的福音。”
叶县人民医院院长叶英军说。

“成立‘河南省人民医院儿
童心脏中心叶县分中心’，就是
与叶县人民医院之间形成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业务联动、医疗
服务连续化的工作机制，逐步实
现‘首诊在基层，大病进医院，康
复回基层’的就医新格局，为医
联体的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省人民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主任、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科研与
学科建设部主任范太兵教授说，
省人民医院儿童心脏中心将充
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医疗资源，按
照国家健康扶贫工作的要求，定
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巡诊活动，切
实帮助叶县人民医院解决实际
诊疗中的难题。

授牌仪式结束后，范太兵教
授亲自坐诊，为前来就诊的患儿
进行检查；专家团成员也分别深
入到肿瘤科、神经内科、小儿科、
普外科、中医科、五官科现场指
导工作，并进行了业务查房。

大肠癌免费筛查被纳入
2016年、2017年郑州市“十大实
事”。为服务更多人群，郑州丰
益肛肠医院联合本报开展了大
肠癌免费筛查。其采用的超导
电子肛肠镜利用医用视频高清
探头及摄像技术，可将肛肠内部
深层病灶以视频直播的方式，显
示在电脑屏幕上，医患双方均可
看到病情发展情况，减少了误
诊、漏诊。检查仅需三五分钟，
没有痛苦和不适。

县级医院有了
“省级心脏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心脏中心
叶县分中心成立

郑州成立
肿瘤专科联盟
省内20余家医院成为首批成员

秋高气爽登山季 八类人群别盲目

4种大便异常，小心肠癌
去年郑州市大肠癌免费筛查，3万名市民参与，发现癌前病变300余例
市民可拨打大河健康热线0371-65795660申请报名免费筛查

核心提示丨大肠癌早期患者无明显症状，因此被多数人所忽视。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家刘佃
温教授表示，长期便秘、溃疡性结肠炎、遗传、不规律生活饮食习惯等都可以导致结直肠肿瘤。但
是当出现四种排便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去看医生。 □记者 魏浩

大便带血是大肠癌发出的警
示。刘佃温教授指出，若出现大
便带血，伴有肛门疼痛、肿物脱出
排便、少量黏液性便、黏液血便，且
症状时轻时重，应及时确诊治疗。

长期便秘出现排便费力，排
出大便有血迹，呈槽沟状、扁条

状、细条状等，需要提高警惕。
大便异常突然加重，表现为粪

便形态异常，排便次数异常，排便
不尽、里急后重或便后下坠感严重。

腹泻、便秘交替出现，无明显
原因的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更要
引起重视。

刘佃温 主任医师，
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家，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
会副会长，全国中医药高
等教育学会肛肠分会副
会长，河南省中医外科学
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曾
荣获“全国中医肛肠学科
名专家”“郑州市五一劳
动奖章”等荣誉。

注：因患者众多，市
民 可 拨 打 预 约 电 话
0371-65795660。

刘佃温教授介绍，他接诊过
一位从事医务工作的患者，自己
凭经验产生误判，结果把肿瘤从
早期拖入晚期。患者长期腹泻，
总怀疑是胃溃疡，吃了很多胃药

都没用，到肛肠科就诊，确诊为直
肠癌时已经到了晚期。

临床上，直肠癌误诊率在
50％~80％，多数误诊误治半年以
上，有的达数年，以致失去治愈机会。

警惕 | 四种排便异常是向你发出信号

现象 | 直肠癌误诊率在50%～80%

福利 | 市民可免费参加
大肠癌筛查

专家
推荐

核心提示丨国庆节、中秋节双节临近，举国同庆，德贝联合本报回馈读者，
即日起至10月8日，到德贝植牙种植均享进口种植体特价2980元，半口
种植可享特价16800元，优惠多多，更多惊喜等着您。持医保卡到院种
植者，均可报销，现向全省征集全口、半口牙齿缺失者，特由北京种植专
家、河南省级专家联合亲诊，详询大河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记者 刘静

国庆、中秋双节同庆

进口种植体仅2980元，半口种植仅16800元
重大利好：持医保卡到德贝种牙，可报销！当天种，当天用，大河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只做种植牙，所以更专业，作
为高端种植牙专业机构——德贝
植牙整合自身国际化资源平台，
在设备引进、团队组建、技术研发
方面最大化发挥国际实力，对牙
齿种植实践了严谨标准与精细考
量，成熟运用计算机3D导航技
术，更加专业、严谨，这是“大全
科”医院无法比拟的。

每颗种植牙都秉承德系精工
品质，种植牙不仅种得好、“长”得
牢，而且美观、舒适。每颗牙都经

过几十道严谨工序，从全面检查、
方案定制到手术全程操作均由同
一位知名种植专家负责。

坚持为顾客带来德式前沿种
植牙技术的同时，也敢做到同行
不敢做的真正让利给顾客，以“提
高缺牙者生活品质，延长生命周
期”为己任，认真贯彻落实“尊老，
爱老、孝老，敬老”传统美德，用

“专业，品质，厚德，依法，诚信、规
范”实实在在践行着德贝的大爱
文化。

平顶山的郑老已93岁高龄，
伴有高血压、心脏病，戴活动假
牙近20个年头，日常饮食仅食用
软质、半流质食物，孝顺的儿孙
老早就想为他种植牙，可他每次
都以“怕疼、怕花钱、没啥用”的

理由回绝，直至上个月他因长期
缺牙造成胃肠负担过重，导致每
顿饭减半，遛个圈都气喘，家人
都着了急，这才终于想通答应找
家可靠的种牙机构。

在老哥们的推荐下，儿子陪

十一长假将近，郑州管
城区的李阿姨刚过70岁大
寿，正筹划着趁假期出去转
转，可李阿姨缺失的牙齿却
成了难题：10年来用坏了3
副假牙，戴活动假牙的心酸
只有她自己知道，太痛苦、太
磨人。听说种植牙能一劳永
逸，李阿姨赶紧考察，到处打
听，终于在德贝植牙挂了号，

要求尽快手术，不能耽误筹
划好久的旅行，种植专家团
经商讨，决定用“即刻种·即
刻用”种植牙新技术，拔除下
颌残留的2个牙根，实施半口
种植，种植过程精细快捷。
不到一个小时，半口牙齿失
而复得，李阿姨兴奋地当即
啃了一口苹果，嘎嘣脆，直竖
大拇指，心里那叫一个美！

专业、品质、厚德，打造中原植牙典范
他来到郑州德贝植牙，考虑
到郑老情况特殊、年纪大、长
时间缺牙、牙槽骨流失严重、
体质较弱，种植牙手术越快
越好，德贝植牙专家组进行
了术前会诊，中外种植博士
进行充分沟通，最终制订全
套“即刻种·即刻用”种植方

案，上颌植入6个牙根，下颌
植入4个牙根。通过牙根之
间的角度设计，找到种植的
平衡点，让整口种植牙受力
平衡，牢固达到正常咀嚼承
受力，术后，郑老非常满意，
临近中秋，可以想吃啥吃啥
了。

国际种植名医助阵，特设80~105岁高龄、高难学科

全口/半口“即刻种·即刻用”无痛微创，
当天种 当天用 当天啃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