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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上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
风湿病科主诊组长胡攸水在门
诊接诊了30岁的患者小勇。他
一周前出现右踝关节肿痛，服
用止痛药缓解了，未进一步诊
治。就诊前一晚，睡梦中出现
左膝肿痛，疼痛剧烈，难以忍
受，遂来诊。

经询问，得知小勇既往无
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疼痛等病
史，无烟酒不良嗜好，独生子，
父母身体健康。但小勇的妻子
正在坐月子，家里经常炖鸡汤、
鱼汤，他自己也没少喝。因为
妻子没有关节痛，亲戚朋友还
开小勇玩笑说“老婆坐月子，老
公却得了月子病”。

“很显然，小勇得的是痛
风，是因为高嘌呤饮食（鸡汤、
鱼汤）引起的。”胡攸水说，痛风
多见于中年男性，女性仅占

5%，且主要是绝经后女性，痛风
发生有年轻化趋势。

目前，我国痛风发病率为
1%~3%，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大概有1700万患者，平均年龄
为48岁，其原因与饮食结构调
整及生活习惯改变有关。

然而，痛风没有受到医生
和患者的重视，绝大部分患者
都是疼痛时吃几种药，止住痛
就行了。实际上，痛风要尽早
治疗，防止关节破坏，造成不可
逆的损伤。

“痛风分为急性期和缓解
期，急性期以控制急性炎症反
应、止痛为主，缓解期以降尿酸
为主。”胡攸水说，小勇的病情
处于急性期，最好能卧床休息，
抬高患肢，冷敷，疼痛缓解72小
时后方可恢复活动。

“急性期一般持续14天，然
后进入缓解期，缓解期的治疗
主要是降尿酸。”胡攸水说，目
前，临床应用的降尿酸药主要

有抑制尿酸生成药和促进尿酸
排泄药，常用的抑制尿酸生成
的药物有别嘌醇和非布司他，
促尿酸排泄的药物有丙磺舒和
苯溴马隆。降尿酸药物均应从
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根据
降尿酸的目标水平在数月内调
整至最小有效剂量并长期甚至
终身维持。

胡攸水提醒，在用药的过

程中要监测尿酸、尿常规及肝
肾功，了解尿酸下降的情况、尿
液的酸碱度及有无肝肾损害。
仅在单一药物疗效不好、血尿
酸明显升高、痛风石大量形成
时可合用2类降尿酸药物。此
外，在开始使用降尿酸药物同
时，服用低剂量秋水仙碱或非
甾类抗炎药至少1个月，以预防
急性关节炎复发。

□记者 刘静

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
会发起，吉利德科学支持的“上
下求索，治愈丙肝”——丙肝患
者援助项目日前在北京启动。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秘
书长胡宁宁，中国医师协会感
染科医师分会委员、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许洁教授，吉利德科学中国市
场准入部负责人盛锋等出席了
项目新闻发布会。

本次丙肝患者援助项目旨
在帮助低保、低收入的慢性丙

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患者，
降低经济负担，获得足够疗程
治疗。进行索磷布韦片与利巴
韦林联合治疗的，慢性基因型
1、2、3或6HCV感染的低保患
者 以 及 慢 性 基 因 型 1、3 或
6HCV感染的低收入患者都可
以申请该项目。

该项目由吉利德科学无偿
提供援助药品索华迪（索磷布
韦片），初保基金会负责运作实
施。项目捐赠总额预计超过两
亿元，援助范围将覆盖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重庆、杭州、南
京等51个城市的224家医院，

首批4000多名丙肝患者有望
获得药物援助。患者可登录项
目 官 网（Http：//shd.ilvzhou.
com）或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HCV-PAP）进行申请。项目
将对符合申请条件的患者提供
援助：对于低保患者，将获得24
周/12周（基因2型患者）的药品
援助；低收入患者在完成前12
周自费治疗后，申请获批者可
获得后续12周的药品援助。

丙型肝炎是一种主要经血
液传播的由HCV感染引起的
疾病。由于疾病发展缓慢，临
床症状不明显，HCV慢性感染

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及纤维
化，甚至肝硬化和肝癌。许洁
教授介绍：“由于HCV具有高
隐匿性、高漏诊率、高慢性化、
低知晓率等特点，当前我国丙
肝患者的治疗率很低。另外，
既往的慢丙肝标准治疗方案有
效率较低，存在着不良反应和
药物相互作用较大、患者耐受
性差等问题。”

虽然面临多重挑战，但治
愈率还是令人振奋的。许洁教
授提醒广大患者，一定到正规
医院进行就诊和处方，确保用
上“安全药”“放心药”。

□记者 林辉

你是否受到慢性腰痛的困
扰？是否有过不明原因的臀部
疼痛？是否年纪轻轻就驼背？
强直性脊柱炎是以骶髂关节和
脊柱附着点炎症为主要症状的
疾病，年轻人多患，男性发病多
于女性；最初的症状可能是早晨
起床后一阵腰部的酸痛和发僵，
活动以后就会好转，逐渐会出现
腰部关节的融合，甚至会从腰部
逐渐向胸部和颈部发展。

强直性脊柱炎一般起病比
较隐匿，早期可能没有任何临床
症状，有些患者在早期可表现出
轻度的全身症状，如乏力、消瘦、
长期或间断低热、厌食、轻度贫
血等。由于病情较轻，患者大多
不能早期发现，致使病情延误，
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为了让患者更多了解强直
性脊柱炎的相关知识，3月8日
下午3点，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
院将在医院门诊楼二楼A区慢
病宣教大厅，举行由该院骨伤一
区医师魏宗星主讲“强直性脊柱
炎患者的防治”的公益讲座。你
可以来听听专家的讲解。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白内障是老年人高发疾病，
会导致视物能力下降甚至失明，
给老人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一
旦做了白内障复明手术，恢复清
晰“视界”后，老人的欣喜可想而
知。让部分老人困扰的是，白内
障手术数年后，视力又开始下降
了。这是为什么？郑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张海军说，这
是由于白内障术后，承载人工晶
体的后囊膜残留的上皮细胞增
殖所导致的混浊。后发障是目
前白内障术式发生率最高的并
发症，其发生率成人约15%，儿
童可达70%，甚至更高。但也不
必过度担心，多数人只要接受正
规治疗，视力就可以得到恢复。

高度近视的白内障老人，白
内障手术后高度近视的病理性
改变并不会因此消失，高度近视
的眼底损害如黄斑出血、新生血
管、视网膜脱离等也可能再次使
视力下降。

很多老人有高血压、高血
脂、动脉硬化、糖尿病病史，这些
人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老年
性黄斑变性、缺血性视神经病
变、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等眼病
的风险远远高于普通人群，这些
眼病都可能导致视力下降，甚至
致盲，这也是老人做完白内障手
术仍不能掉以轻心的另一原因。

张海军提醒，做完白内障手
术后并非一劳永逸，平时注意保
护眼睛，定期去医院检查，发现
视力下降，要及时找到原因。

老婆坐月子，老公却得了“月子病”

丙肝患者援助项目启动
项目将覆盖51个城市224家医院，首批惠及4000余名低保和低收入丙肝患者

听专家讲解
强直性脊柱炎

白内障术后
记得定期检查

1.进口种植体补贴后低至2832元/颗；
2.国际大牌种植体给予2000~5000元特价补贴；
3.半口种植补贴后仅需2万元；
4.进口补牙180元，隐形矫正满1万元减3000元；
5.3月8日到院消费满880元者，可参加赢奖活动（百分之百中奖）。

3·8节当天到院消费赢厨具七件套、品牌食用油、品牌电火锅等大奖

明天来花园口腔，种牙享补贴还能赢奖！
核心提示 | 花园口腔公益补贴活动火爆进行中，很多缺牙、活动

牙不适、烤瓷牙修复失败的顾客慕名来花园口腔种牙，截至发稿前，
省内外已有千余位顾客参与活动，百余位缺牙顾客在花园口腔重
“长”新牙。在3·8节来临之际，大河报联合花园口腔回馈读者，节日
当天到院消费满880元即可参与赢奖活动（最多三次机会），六重大
奖等您拿。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记者 刘静

李大爷全口牙缺失，烤瓷
牙崩坏，牙龈磨得渗血。在其
他医院治疗被拒，理由是“全口
牙缺失太久，牙槽骨吸收严重，
体质较弱，治疗难度太大”。求
医无果后，李大爷来到了花园
口腔。

针对李大爷牙槽骨骨量不
足、离神经位置很近、手术难度
大的特点，花园口腔的李伟华

院长排除传统全口种植手术方
案，采用即刻无痛种植方案。
严格把控牙槽骨的高度、密度、
宽度、厚度的四维精准数据，在
种植导板技术的协助下，李院
长手术时就像长了一双透视
眼，无需手术切口，无痛植入种
植体并即刻戴上牙冠，把原本
需要3个月的种植牙周期缩短
到一天内完成。

中老年患者在种植牙时，
存在很多牙根残坏的情况，为
方便治疗，多数医生直接将残
牙拔除，在牙槽骨上种牙。在
花园口腔，种植医生为患者治
疗的过程中，更注重患者自身
条件、生活需求及经济能力，为
患者设计更适合的治疗方案。

“牙疼了很久，本来以为保
不住了，没想到医生花了一个
月的时间，帮我保住了牙根！”
在医院种完牙后，陈老先生对
医生竖起了大拇指。花园口腔
秉承患者利益至上的原则，坚
守“能保牙就不拔牙”的治疗理
念，赢得了患者的信赖与好评。

多颗、疑难缺牙不再愁，一日即可戴牙冠

能保牙就不拔牙，坚持患者利益至上

“缺牙半年多，今天终于种
上了！”58岁的王阿姨，种完牙
在休息室一边拿着冰袋冷敷，
一边跟旁边的阿姨唠嗑。“很顺
利，没感觉到疼，医生还帮我申
请了种植牙补贴，省不少钱！”

花园口腔“2018口腔健康
公益援助活动”开展以来，许多

缺牙患者上午预约种牙，下午
就“长”好满口新牙，大家都对
花园口腔无痛种植牙赞不绝
口。明天恰逢3·8节，花园口
腔在公益补贴活动基础上，增
加了赢奖活动。当天凡到院消
费满880元，均可参与赢奖，六
重大礼百分之百中奖！

许多顾客慕名来到花园口腔

公益补贴活动撞上3·8节，看牙还能赢大奖

花园口腔健康公益补贴项目

本报联合花园口腔回馈读者：进口植体低至2832元/颗，半口种植2万元，进口补牙180元！
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公益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