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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沙宇主任介绍：“运动训练
能加强大腿肌肉的力量，既可增
强膝关节的稳定性，防止膝关节
打软，又可防止大腿肌肉的萎缩，
减轻膝关节疼痛，是治疗早、中期
膝关节骨关节炎的有效方法；不
同的患者可选择不同的肌力运动

训练类型。有些训练可由患者学
会后回家进行，有些则需在医院
进行。”

近年来，河南省直三院骨科
把膝关节专科专病建设放在首
位，集中优势力量专注膝关节病
的研究，明确以关节微创为特色

的发展方向，并在每周四按时进
行专家会诊。

本周四下午将举行第89次
膝关节病专题会诊。在膝关节疾
病的诊断治疗上取得突出进步，
已经实现膝关节病诊疗保守、微
创、手术治疗一体化。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段晶晶

如果孩子有恶心、呕吐症状，
不要简单地认为是吃坏了肚子或
者肠胃不适，疾控医生提醒，家长
还要考虑诺如病毒感染的可能。

根据郑州市疾控中心监测结
果显示，2017年该市儿童诺如病
毒感染率出现大幅度上升，因诺
如病毒感染具有潜伏期短、传播
速度快、人群普遍易感等特点，容
易出现暴发疫情。

诺如病毒不是一种新型病
毒，在中国5岁以下腹泻儿童中，
诺如病毒检出率为15%左右，血
清抗体水平调查表明中国人群中
诺如病毒的感染亦十分普遍。

诺如病毒感染的潜伏期一般
为1~2天，起病突然，以轻重不等
的呕吐或腹泻为主要表现，可单
有呕吐或腹泻，亦可先吐后泻，儿
童以呕吐为主，腹泻为黄色稀水
样便，可伴有低热、乏力、腹痛、头

痛、肌肉酸痛等症状。
不过，诺如病毒感染并不可

怕，症状通常在2~3天内好转，绝
大多数人一周内可康复如初。但
有些患者连续腹泻会出现脱水症
状，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最容
易出现脱水的是孩子、老人和本
来就患有其他疾病的人，这些人
需要格外关注。

如何预防病毒感染呢？疾控
专家建议：

1.饭前便后勤洗手，采用肥
皂和流动水至少洗20秒；

2.水果和蔬菜食用前应认真
清洗，不生吃或半生吃海产品；

3.不饮生水及生熟混合水；
4.托幼、学校等应严格进行

校内环境消毒工作，一旦发现儿
童、学生出现相关症状，应及时向
辖区疾控中心报告；

5.诺如病毒感染者应于急性
期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内隔离
治疗，建议食品从业人员连续2次

诺如病毒核酸检测阴性后再上岗。
专家提醒，如果有严重的呕

吐、腹泻症状，要尽早去医院。目
前，针对诺如病毒没有特异的抗
病毒药物和疫苗，患者应补充足
够的水分以预防脱水。轻度脱水
时，可口服补液盐；严重脱水时，
应住院输液治疗。发现托幼机构
和学校等集体单位出现聚集性病
例，请及时向辖区疾控中心报告。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近日，在由中国医学装备
协会医用洁净装备工程分会
和洁净园共同主办的“全国优
秀手术室”颁奖典礼上，河南
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手术
室荣获“全国优秀手术室工
程”和“全国优秀手术室建设
管理”两项大奖。

据悉，为在行业内树立标
杆、表彰优秀，特组织发起了
此次评选活动。经过热情高
涨的网络投票及专业公正的
专家投票后，评选出了包括郑

州颐和医院在内的40家“全
国优秀手术室”。

郑州颐和医院执行院长
郭凤云、特殊护理单元科护士
长陈莎莉应邀出席，并共同接
受了此次颁奖。

郭凤云表示，郑州颐和医
院能够获此殊荣并摘得两项
大奖，既是对颐和手术室的充
分肯定和高度认可，也是对颐
和手术室莫大的鞭策和鼓
励。今后，郑州颐和医院及颐
和手术室将再接再厉，再创佳
绩，为公众提供更加“安全有效
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封宁

4月11日，全国严重创伤
规范化救治培训中心河南培
训基地，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揭牌。这也是我省
首个区域创伤救治培训基
地。北大人民医院院长、中国
创伤救治联盟主席姜保国教
授等专家，及省内相关机构负
责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据了解，随着我国城市现
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各类创
伤的发生率明显增加，我国每
年因创伤就医高达6200万人
次，每年因创伤致死人数达70
万~80万人。我国创伤救治
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落
后于临床其他专业学科，形成
并建立高效、科学、规范的创
伤救治体系，势在必行。

2016年9月，郑州市卫计
委批准在郑大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成立郑州市创伤救治中

心。中心成立至 2017 年年
底，共接诊26334人次，住院
4836人次，其中严重创伤183
例，救治成功率居国内先进。

该院院长连鸿凯称，严重
创伤常涉及多器官、多系统的
损伤，需要多学科联合进行科
学、规范的整体性救治。为了
履行更多社会责任，规范严重
创伤救治培训，医院经过前期
准备、材料审核、经有关部门
实地考察成为河南培训基
地。

据介绍，该基地采用标准
化培训课程，对相关医院医务
人员提供标准、规范的严重创
伤救治培训，将有力提升我省
严重创伤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从而使众多严重创伤患者受
益。

会后，河南省残疾人康复
协会肢体康复专业委员会
——创伤骨科工作委员会也
正式成立。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近年来大气食品污染，很多
人生活压力大，精神紧张，给了癌
症高发的机会。那么，患了癌症
之后，选择中医还是西医，手术还
是保守治疗，传说中神奇的“秘

方”能不能用……4月13日，由河
南省中医院肿瘤科二病区主任医
师孙宏新主讲的“癌症防治中的
选择困惑，如何解？”将为大家一
一揭晓答案。

讲座内容包括：1.癌症是怎
么出现的；2.说说癌症“秘方”那

些事；3.正确看待放化疗的副作
用；4.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癌症；
5.怎样防止癌症的复发和转移。

时间：4月13日下午3点~5
点

地点：河南省中医院2号病
房楼1楼会议室

运动训练治疗膝关节炎？这个可以有
核心提示 | 骨关节炎是一种慢性关节疾

病，其中膝部最常受累。患者经常诉疼痛、肌肉
无力、僵硬、不稳及活动障碍，最终导致无法独
立生活或生活质量下降。传统观点多认为手术
和药物是治疗膝关节炎最有效的手段。但最新研究表明，运动训练不仅可治疗疼痛和减少残疾，
还可降低骨关节炎的发病率，并具有减缓骨关节炎的作用，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爱膝
之道

如果您的关节出现问题
拨打0371-68632082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韩晓峰

上蔡县的李老师今年65岁，
退休前是一名体育老师。李老师
多年来喜欢运动，退休后仍然闲
不住，乒乓球、排球等照打不误，
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最近两年，老伙伴在球场上
却很少见到李老师了，偶尔遇见
拉他打球，李老师也是连连推却。

在大家的追问之下，李老师
才说出苦衷：原来这两年他一直
受制于双膝关节疼痛，上下楼梯
时就疼得更厉害了。去当地医院
拍片检查后，大夫告诉他这是双
膝髌骨关节炎，主要是“不老盖”
出了毛病，给了一些抗炎镇痛的
药物口服，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多次去一些大点的医院就
诊，针灸扎过，玻璃酸钠也打过，
双膝关节疼痛就是缓解不明显。
李老师甚至去一些小诊所投医，
听说“一动不如一静”，索性很少
活动了。活动减少后李老师的膝

关节疼痛虽说好了点，但他发现
了一个更可怕的现实：双侧大腿
的肌肉慢慢减少，走路时双腿无
力甚至发飘。

亲友知道李老师的病后纷纷
出主意，但李老师就是抱定一个
想法：不能住院，住院就是要手
术了。这是李老师不能接受的。

两个多月前，李老师无意中
听说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骨科
治疗骨关节炎很有特色，治疗效
果好，就慕名前来就诊。

河南省膝关节专家、省直三
院骨科主任沙宇接待了李老师，
经过细究病史、详细查体、阅片，
初步诊断：双膝髌骨关节炎。根
据病情，沙宇主任建议李老师住
院接受系统治疗。

“不住院有好办法吗？我还
不想手术。”李老师焦虑地说。

“这次让您住院不是为了手
术，是帮您锻炼膝关节。”看着疑

惑不解的李老师，沙宇主任解释，
“大部分患者得了膝关节炎以后，
由于炎症介质的刺激导致膝关节
疼痛难忍，遂放弃了运动，想通过
休养来保养膝关节。殊不知，静
下来以后，肌肉得不到锻炼逐渐
萎缩，导致下肢无力，时间久了会
进一步导致关节不稳，走起路来
更费关节，这是一个不良循环。
我们现在的骨科是将传统骨科、
康复科、运动医学科联合起来打
造的多学科合作新模式，可不只
是手术。”

李老师办理了住院，骨科医
师对他病情进行了评估，康复医
师和运动医师进行了个体化的运
动康复训练设计，每日指导李老
师进行肌力的等张、等长训练。

半个月后，李老师双膝关节
疼痛明显改善，带着康复运动医
师的锻炼处方，李老师办理了出
院，回家继续膝关节功能练习。

患了膝关节炎，绝不是不能动

运动训练可明显改善甚至减少关节炎的发生

呕吐、腹泻别大意

小心诺如病毒盯上孩子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马炜徽

一个多月前，全球第一个
抗结核新药“富马酸贝达喹
啉”终于来到中国结核病患者
身边。

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31岁的患者甄女士早前被诊
断为“空洞性肺结核”，药敏试
验结果显示广泛耐药结核病，
也就是说所有能用的抗结核
药，对她的病都不起作用，因
此无法制订有效的治疗方案。

近日，郑州市六院结核科
专家按照“抗结核新药引入和
保护机制项目”实施流程，为
甄女士提交了申请。专家组
认为该患者符合使用富马酸
贝达喹啉条件和指征，并为患
者制订了联合治疗方案，甄女
士由此成为我省使用该新药
的第一人。

据了解，耐多药结核病在
治疗过程中存在治疗难度大、
费用高、成功率低等问题，在
医学界又多被视为“能传染的
癌症”，其凶险程度可见一
斑。该院结核病专家陈裕主
任介绍，在世界结核病治疗领
域，贝达喹啉是45年来第一个
登陆中国的抗结核新药。为
了规范使用新药，尽可能防止
耐多药的出现，国内目前仅确
定5家单位作为试点，来实施
临床试验。

据悉，贝达喹啉作为一种
抗结核新药，费用昂贵，半年
的治疗费用约需20万元，对大
部分结核病人来说无力承
担。而令人欣慰的是，作为项
目试点医院，郑州市六院符合
条件的患者可获贝达喹啉全
球捐赠项目支持，免费使用该
药物。

癌症防治中的选择困惑，如何解？

全球抗结核新药登陆河南
符合条件患者可免费使用

我省首个区域创伤救治
培训基地揭牌

郑州颐和医院手术室
获两项全国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