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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沙宇主任介绍，I度和II
度半月板损伤可采取增强下肢
股四头肌肉训练，口服氨基葡萄
糖类药物等进行保守治疗，绝大
部分患者的症状可以改善且慢
慢恢复；但III度半月板撕裂，则
需要通过手术治疗来改善症状。

“目前，半月板损伤的治疗
原则是尽量保留半月板组织，最

常用的治疗方法是进行关节镜
下修整成形或缝合半月板。”沙
宇主任说，传统的开放式手术，
患者需要卧床休养多日才能下
床活动，并且可能出现肌肉萎
缩、关节僵硬等后遗症；以关节
镜为代表的微创手术则避免了
开放手术的弊端，检查与治疗同
时进行，可以看到关节内半月板

损伤情况，具有手术创伤小，恢
复快等优点。所以，关节镜在关
节外科的运用非常广泛。

沙宇主任强调，在手术治疗
过程中，医生需要针对患者的年
龄、关节软骨的情况、半月板的
性状和撕裂的类型，对半月板采
取不同的处理方案，做到个性化
治疗。

近年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骨科把膝关节专科专病建
设放在突出位置，集中科室优势
力量专注膝关节病诊治研究，明
确以关节微创、康复运动训练为
一体的特色发展方向，本周四将
在东、西两个院区骨科进行关节
疾病第71次会诊。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47岁的狄先生因脑外伤术
后硬膜下积液，意识障碍突然加
重，呼之不应，四肢无法活动。
他在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通过
高压氧进行康复治疗，目前正在
逐步恢复。

该院高压氧科护士长邢珂
说，狄先生早在病房治疗时，高
压氧科就开始对其病情、状态等
因素综合考量。“一是患者术后
暂时无法脱离呼吸机，二是患者
多重耐药菌感染，进行高压氧治
疗时需做好隔离防护。”经相关
科室专家会诊，制订出一套合理
的氧疗方案。前期，由高压氧科
护士前往病房为患者进行常压
饱和吸氧。“对于无法适应高压
氧舱内环境的患者，常压饱和吸
氧就会成为更合适的选择。”邢
珂说，在患者身体得到一定恢复
后，继续应用高压氧舱治疗。目
前，狄先生已解除隔离，可以同
其他患者一起接受高压氧治
疗。经过10次高压氧治疗后，
患者可以简单地言语、活动，记
忆力逐渐恢复。

进入秋冬季以来，医院高压
氧舱每天会汇聚一些一氧化碳
中毒、脑出血、脑梗、冠心病、颅
脑损伤等需要改善血液循环、改
善缺血缺氧状况的患者。专家
提醒，高压氧治疗需谨遵医嘱，
结合专科治疗，效果会更好。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军辉

昨天，记者从郑大一附院获
悉，为帮助各类心衰患者提高生
活质量，促进心衰患者的康复，
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经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河南省
心力衰竭诊疗中心落户该院。

心力衰竭并不是一种独立
的疾病，而是心脏疾病发展的终
末阶段，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
高、预后差等特点。近年来，心
力衰竭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患
者的生活质量特别差，稍有体力
活动就会出现胸闷、憋气。当
前，我国这类患者的5年生存率
特别低，一直低于10%，远低于
大部分恶性肿瘤患者。另一方
面，心力衰竭患者在得不到规范
治疗的情况下，往往陷入反复住
院的恶性循环，给心力衰竭患者
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心力衰竭个体化治疗的特
征非常明显，要求专业医师在治
疗过程中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
整用药。”河南省心力衰竭诊疗
中心负责人、郑大一附院心血管
内科主任李凌教授说，每一名心
力衰竭患者都需要专业医师在
接诊、诊断、评估、治疗(住院)、康
复的流程中，结合个体指征，确
定具体方案。而河南省心力衰
竭诊疗中心将通过规范化、系统
化、个体化的治疗，让大批心衰
患者得到及时、高效的治疗，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减轻患者家庭
生活负担。

骨折,韧带拉伤、扭伤，可能损伤半月板！
核心提示 | 膝关节承受着人体运动时整个上半身和大腿的重量，其结构

和功能特点使得它很容易发生骨折错位、半月板损伤等。生活中，很多人在膝
关节受伤后到医院拍片未发现骨折，认为肯定没大问题，不用特殊处理。拿腿
疼不当回事儿，一拖再拖，等到疼得走不成路了，才追悔莫及！

52岁的刘女士平时喜好运
动，广场舞、排球、太极拳样样精
通，尤其喜欢跳广场舞。半年
前，她跳舞时不慎扭了左腿，当
时根本没放在心上，想着养两天
就好了。但近两个月来，刘女士
活动时总感觉膝关节疼痛，而大

幅度活动时，关节里更是咔咔
响，且症状逐渐加重。在家休
息，局部理疗下外敷止痛膏，效
果依旧不好，她到附近医院拍了
片子，说是骨质增生，开了一些
口服药、膏药，还是没解决。

刘女士的家人经过打听，了

解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膝
关节专科擅治膝关节疼痛，便登
门求医。

膝关节专家、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沙宇对刘女
士的膝关节进行全面检查后，初
步诊断为：外侧半月板损伤。后

经磁共振检查，证实诊断。最
终，刘女士接受了膝关节微创手
术。术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地活
动了。一个月后来医院复查，症
状完全消失。

如今，刘女士又可以像以前
一样跳广场舞了。

半月板，顾名思义，此结构
像半个月亮一样，每个膝关节的
中间内外侧各有一个，垫在股骨
和胫骨之间，起到缓冲震荡、保
护关节的作用。

当半月板损伤时，会出现关
节不稳、走路软腿、关节疼痛等
症状，不但影响正常生活，还可
能引起创伤性关节炎、软骨磨损
等，甚至丧失关节功能。

数据显示，膝关节半月板损
伤在众多膝关节损伤病变中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占50%以上，
主要由运动创伤及退变损伤因
素所致。沙宇主任就此提醒，膝

关节扭伤后，要检查有没有骨
折、韧带是否损伤，特别留意有
没有损伤半月板。如果扭伤后
时间很长了，仍有膝关节疼痛，
要格外警惕半月板损伤的发生。

半年前扭伤腿，现在疼得走路都难

膝关节扭伤后，要警惕半月板损伤

半月板损伤了，应该怎样治疗才好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石玉君

爱膝
之道

如果您的关节出现问题
拨打0371-68632082

大河健康公益行动

河南省
心力衰竭诊疗中心
成立

种植礼：全球知名种植体
联合补贴，种植牙每 5000 元
送2000元。

感恩礼：厂家特别赞助，
进口种植体院庆价 2980 元/
颗。

矫正礼：传统矫正享 7.5
折优惠，隐形矫正满10000元
补贴3500元。

金蛋礼：到院消费就有机
会砸金蛋赢洗衣机等，100%
中奖。

到院礼：到院消费后可免
费领取一份柴鸡蛋（或洗洁
精、手帕纸）。

□记者 李燕红

秋冬交替，感冒者成群，宝
宝更是容易中招。小儿感冒，伴
随而来的就是呼吸系统发炎导
致的咳嗽。宝宝一声声地咳嗽，
让妈妈很揪心。近日，宝妈们纷
纷在大河微医后台留言，询问治

疗小儿咳嗽的妙招。
明天（本周五），大河报天天

健康官方微信“大河微医”将邀
请省妇幼保健院小儿呼吸内科
主任王秀芳教授坐诊。王秀芳
主任于1986年毕业于同济医科
大学儿科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儿
童呼吸疾病及儿童哮喘的临床

治疗和研究，主持并筹建了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哮喘门诊、儿
童肺功能室、儿童雾化治疗中
心，建立了小儿支气管镜室。现
任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委员。

如果你有关于小儿咳嗽的
问题，可以关注“大河微医”
（wysdhb）公众号，留下问题，并

在本周五上午 9 时，打开“大河
微医”，收
看问诊直
播 ，听 听
王秀芳主
任关于小
儿咳嗽的
解答。

植得口腔联合本报回馈读者 现场砸金蛋赢德国洗衣机、健康乳胶枕、品牌电饭煲

植得6周年庆 种植体优惠追加500名
砸金蛋100%赢奖进入倒计时！
种植牙每5000元送2000元，上不封顶，进口种植体2980元/颗，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5608

核心提示丨“植得口腔医院环境舒适，技术精湛，服务暖人心。”11月是植得口
腔6周年院庆月，截止到目前，本月已有近8000名缺牙市民到院就诊，对植得口
腔医院赞誉有加。应广大缺牙患者强烈要求，植得口腔医院和种植体厂家经过协
商，决定充值优惠活动名额再追加500名，种牙每5000元送2000元，上不封
顶。此次追加的500个名额，植得承担了70%的费用，这是植得对新老患者的回
馈，活动结束不再追加。预约请拨打活动热线0371-65795608。

葛女士的母亲刚退休不久，
本想可以好好休息，到处走走看
看，但是长年缺失的几颗牙齿，
让她备受折磨。眼看妈妈吃饭
菜嚼不烂，整天喝汤吃面条，葛

女士忧心忡忡。
“每次残根发炎疼痛时，妈

妈都下定决心赶紧治疗，可是牙
一不疼她就忘了这事儿，久而久
之就这么一直拖着。”葛女士这

次决定不再由着母亲，为了母亲
后半辈子的健康，她执意带母亲
来植得口腔医院种牙。“以后的
时间还长，要让妈妈重新拥有一
口好牙，还要享我的福呢！”

带母亲检查过后，医生告诉
葛女士，她母亲的骨质条件很
好，口腔状况允许当天就可以种
牙。葛女士的母亲本想着就是
来做个常规口腔检查，没想到躺
在牙椅上，一会儿手术做完了。

只用8分钟，一颗牙就种好
了。“这么快？几乎没感到疼痛，
如果知道是这样，我早就来种
了。”体验了植得口腔医院的种
植牙技术后，葛女士的母亲非常
信赖植得，随后要种的几颗牙，

她一个人到院就接受了手术。
母亲戴上牙冠后一个月，葛

女士给植得的医生打电话表示
感谢，“我妈吃胖了10斤，现在
她什么都能吃，胃口好了，人也
开朗了，跟朋友到处旅游呢。”

11月是植得口腔6周年院
庆月，瑞士、德国、韩国等10大
全球知名种植体均每5000元送
2000 元，满 10000 元送 4000

元，上不封顶。除此之外，现场
还设置砸金蛋活动，德国西门子
洗衣机、健康乳胶枕、品牌电饭
煲都有机会带回家，只要参与就

百分之百赢奖。
活动已进入倒计时，名额有

限，缺牙市民赶紧拨打大河报种
植牙热线提前预约！

母亲缺牙无奈喝稀饭 孝顺女心疼带她种牙

几分钟种上一颗新牙 一个月竟然胖10斤

种牙后即有机会参与现场砸金蛋，100%中奖

植得口腔6周年院庆
5重豪礼钜惠全城

“大河微医”明日问诊 小儿咳嗽看过来

脑外伤术后——

配合高压氧
专科治疗康复快□记者 刘静

大咖微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