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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密的术前检查，综合
术前评估，沙宇主任带领膝关节
病专家团队为周女士首先实施了

“右侧人工关节表面置换术”。
得益于无痛病房在骨科的深

入实施，周女士在整个围术期几
乎没有疼痛的感觉。术后第二

天，她就可以自行下床活动了。
一周后，周女士又做了左侧

人工关节表面置换术，困扰10年
的大问题就这样解决啦。

“膝关节表面置换不是把骨
头都拿掉，只是把关节表面不光
滑的部位覆盖一层光滑的人工

关节面，就像是装修墙面时贴一
层墙纸，或者化妆时打的一层粉
底。”沙宇主任说，膝关节置换术
的目的也就是解除疼痛，恢复功
能，改善生活质量，使关节活动
度恢复正常，恢复到正常人的活
动量。

杜敏介绍，拳击、羽毛球、篮
球、跳水运动员等从事的运动冲
击力非常快，作用力非常大，会
加重牵拉，所以他们是视网膜脱
离的高发人群。

“中老年人、中高度近视者
也是视网膜脱离的高发人群。”
杜敏说，高度近视者眼睛已经非
常脆弱，他们的眼球轴长、眼球
壁薄，视网膜随之变脆弱，甚至
视网膜本身就可能存在破损，此
时，如有外力作用很容易受伤。
所以，有高度近视者最好不要进
行剧烈运动，主要是预防视网膜
脱离。“视网膜脱离的患者，常常

是出现了眼前黑影飘动，甚至
‘冒黑烟、伴闪光’时才就医。因
此，高度近视人群最好每半年定
期检查眼底、视力和验光。”

此外，外伤会导致视网膜脱
离。全身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
血压、血管硬化或血管炎、免疫
性疾病，也会引起视网膜疾病，
最后导致视网膜脱离。

在预防方面，杜敏建议：
1.不要长时间看书。阅读时

要保持书本距眼睛30厘米，阅读
时间一般不应超过60分钟，长时
间阅读要中间休息10分钟左右，
在休息期间尽可能远眺或观看

绿色植物以缓解眼疲劳，防止近
视的加深。

2.避免长时间看电视、计算
机、游戏机。因为荧光屏发出的
射线对眼睛有危害，屏幕上急速
变化的画面，闪烁的色彩都在无
形中增加了眼睛负担，引起视觉
疲劳，所以面对荧光屏的时间不
宜过长，画面亮度、对比度要柔
和适宜，周围环境的灯光要适
宜，屏幕上最好加防护罩。

3.适当口服一些神经营养药
物，如维生素B1、B2、A、C、D，肌
苷等，以促进视网膜功能的恢
复。 线索提供 沈策英 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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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关节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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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久治不愈，能手术治疗？
核心提示 |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全身性

疾病，全身很多关节都可能受到损害，特别是膝
关节容易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影响，会导致膝
关节疼痛、长期肿胀，甚至僵硬变形，反复治疗几
年,甚至十余年效果都不好。很多人都知道，类
风湿性关节炎是内科疾病，外科也能治疗？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石玉君

今年52岁的周女士，10年
前反复出现双膝关节疼痛，行走
后疼痛明显，休息后减轻。当地
医院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但
她没当回事儿。

近两年来，周女士的症状一
天比一天严重，到现在行走困难
车不能坐、家务活儿不能干，睡觉
只能平躺，关节严重变形。针灸、
推拿、电疗等保守治疗都没用。

随着疼痛逐渐加重，周女士
睡觉不敢翻身，疼痛还累及腰、
臀及双腿，躺也不是，坐也不是。

周女士不想余生都生活在
难忍的病痛中，后来听说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能治这病，于是
就到郑州求医。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膝
关节专病门诊，经医生详细了解
病史，仔细查体后，结合相关影像

学检查，骨科主任沙宇告诉她，患
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像她这样
膝关节疼痛严重、活动严重受限，
关节软骨已经磨损，经保守治疗
无效或效果不显著的患者，可以
考虑关节表面置换术，达到消除
疼痛，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周女士与家属充分沟通后，
都接受了沙宇主任的建议，当天
办了入院手续。

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十年后行走困难

微创术解除痛苦，无痛病房中快速康复

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多数为
对称性的多关节炎。多以双手
小关节、膝、腕、足等关节最常受
累。早期关节开始有疼痛和僵
硬，逐渐出现肿胀、积液和局部
温度升高。如果患有类风湿性
关节炎，放弃治疗或者治疗不正
规、治疗断断续续，常常我行我
素自行停药，常会延误病情，错
过治疗疾病的黄金时期，导致身

体残疾。
据沙宇主任介绍，类风湿性

关节炎以内科治疗为主，经过长
期服药，大多可以很好控制病
情。但是对于关节顽固疼痛，长
期大量积液；或者活动严重受
限，关节软骨已经磨损，经保守
治疗无效或效果不显著的患者，
可以考虑微创关节镜病变滑膜
清理，或者关节表面置换术，可

以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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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锻炼
为一体的特色发展方向，专科专
病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本
周四第79次会诊将在该院东、西
两个院区骨科同步进行。

正规治疗，远离类风湿

不同于往年
这波流感为B型
□记者 魏浩

又到了流感高发期，不
少体质较弱的孩子纷纷“中
招”。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省会郑州多家医院的儿科
人满为患，其中尤以幼儿居
多。疾控部门也将人群较
集中的单位，作为防控重点
予以重视。

一名接诊大夫告诉记
者，孩子发病的主要表现为
高热、咳嗽、头痛、浑身酸痛
等感冒症状，以上呼吸道疾
病且以病毒感染为主。从
门诊病史问询来看，与这些
孩子有密切接触的人发现
有感冒患者，“可见病毒性
较强，传播速度在儿童间较
快”。

对于眼下的流感形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
各地的季节性流感情况类
似，均是B型流感为主，并没
有特殊性。钟南山还提醒，
1~3月份是H7N9禽流感高
发期，政府及医疗机构应及
早部署，做好预防。

在冬季，流感是高发的
常见传染病。流感的主要

症状有发烧、咳嗽、喉咙痛、
流鼻涕、肌肉痛、疲倦和头
痛，也可能出现呕吐和腹泻
等。咳嗽多数较严重且持
续时间较长，但发烧和其他
病征一般会在 5~7天自行
减退。然而，免疫力较低者
或年长者一旦染上流感，可
能会出现支气管炎或肺炎
等并发症。如果小朋友出
现这些症状，要引起重视。
如果病情持续加重，一定要
及时就医，以免耽误病情。
建议听从专业医师指导合
理用药。而一些对抗生素
比较敏感的家长，可以选择
带孩子看中医。

由钟南山院士团队开
展的药理研究表明，白云山
板蓝根含有抗病毒吲哚类
化合物，不仅广谱抗病毒，
还能抑制病毒，不易产生耐
药性，且白云山板蓝根抗病
毒抗炎并重，流感早期服用
更有效。作为同类产品领
军品牌，十多年间，白云山
板蓝根颗粒一直作为预防
流感的中流砥柱战斗在一
线，在抗击 SARS、手足口
病、禽流感等公共卫生疾病
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流感的主要症状有发
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
肌肉痛、疲倦和头痛，也可
能出现呕吐和腹泻等。

剧烈运动有可能致视网膜脱离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高雯静

天寒地冻，不少人被流感
“撂倒”。其实，流感本身不可
怕，可怕的是各种并发症。比
如宝宝一旦感冒，最怕的就是
由此得了肺炎，而冬天也正是
肺炎的高发期。郑大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一病区
主任张华提醒，肺炎是一种严
重的肺部感染，症状和感冒很
像，比如咳嗽、呼吸急促、发热
等，有时候比较容易被忽视。

临床上，如果是感冒引起
的发烧，一般过两天会逐渐缓
解，很少超过7天；而肺炎最常
见的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热，如

果持续高烧不退就要警惕。
其中，两种人群应特别当心：
一是0~2岁的宝宝，二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体弱久
病的老人。张华说，如果出现
感冒症状，吃了感冒药并充分
休息后迟迟没有好起来，甚至
还在加重，体温持续不退、咳
嗽严重有脓痰、出现寒颤等，
要警惕肺炎的可能，及时就
诊。药物用得越早，病情控制
速度就越快，治疗成功率高。
除了幼儿，有条件的老人也应
接种肺炎疫苗。针对60岁以
上的老年人以及2~59岁高危
人群的23价肺炎多糖疫苗，可
在5年时间提供有效保护。

流感高发季

老人、幼儿要警惕肺炎

核心提示丨前阵子，“拳王”邹市明疑因突发失明被送医
院的消息被曝出后，很多人为他的状况担忧。据此前报道，邹
市明左眼受过重伤，视网膜受损，视物不清，打比赛时都会受
影响。对此，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功能室主任杜敏也提
醒公众，尤其是高度近视者和中老年人群，不宜剧烈运动，以
免发生视网膜脱离。

据杜敏介绍，眼球的后半段
类似一个暗箱，暗箱里充满了玻
璃体。年轻的时候，玻璃体是透
明的、胶冻一样的状态，随着年龄
增长，它不断地向液体状态发
展。一般到了45岁以后，几乎成
为了水样状态，就很容易跟视网
膜分开。在这一分离过程中，如
果玻璃体跟视网膜有异常粘连，
或有外力作用，包括突然受到重

力导致玻璃体对视网膜的牵拉，
就很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裂孔，一
旦出现裂孔，玻璃体的液体就会
进入裂孔，从而导致视网膜脱离。

“简单地说，就是在人眼的
这部‘相机’中，视网膜相当于感
光底片的功能，一旦发生脱离，
眼睛就失去了感光成像的能力，
可能导致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甚
至失明。”杜敏说，如果早期发现

视网膜出现裂孔，而未出现视网
膜脱离以前，可用光凝或冷凝封
闭视网膜裂孔，有效防止视网膜
脱离。一旦出现视网膜脱离，一
般需进行手术治疗。

视网膜为什么会脱离？

□记者 林辉

哪些人为高发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