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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麻、腿麻、感觉没
劲，也没碰着磕着，这是咋
啦？”日前，52岁的刘先生，在
下午两点左右突然感觉左侧
肢体不舒服，并开始出现言语
不清的症状，家人见状赶紧将
他送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就诊。

当天下午4点07分，刘先
生到达该院门诊，神经内科三
病区主任张延军接诊后，结合
患者长期血压控制不佳，大量
吸烟及饮酒史，以及临床表现
及体征，初步判定患者为急性
脑梗死。“急性脑梗的治疗就
是和时间赛跑，一旦延误患者
可能出现偏瘫、失语等后遗
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张延军立即联系病房溶栓二
线，进行影像学评估及溶栓治
疗。3分钟后，脑卒中溶栓绿
色通道启动，对刘先生完善相
关检查后，再次确定病情急需

进行溶栓治疗。
在沟通过程中，因担心药

物价格、治疗效果等问题，家
属起初不支持溶栓治疗。经
过积极沟通，征得家属同意
后。溶栓得以顺利进行，从入
院到接受溶栓治疗仅用32分
钟。溶栓治疗结束后，刘先生
左侧肢体麻木无力、语言不清
症状完全缓解。

张延军说，随着社会人口
老龄化的进程，我国脑卒中发
病率、致残率、复发率、死亡率
逐年上升。其中脑梗死是脑
卒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约占
全部急性脑血管病的70%，急
性期静脉溶栓治疗已成为早
期主要的治疗手段，溶栓越早
获益越大，因此救治中首要强
调的是“快”。一旦发现身边
有人出现卒中症状，务必及时
将患者送往最近的可以溶栓
治疗的医院。

10条“保膝”原则，让膝盖“永葆青春”！

据丁丹介绍，雾化吸入常用
的药物有生理盐水、布地奈德混
悬液、特布他林雾化液、异丙托溴
铵雾化液等。一般雾化吸入液体
量用4~6毫升，每次大约为10分
钟~15分钟，宝宝雾化吸入的时
候，最好采取坐姿，只需平静地呼
吸，无需做特殊的配合。

丁丹说，在雾化吸入时，出现

一些情况应该及时停止。如患儿
频繁咳嗽，则应待呼吸平稳后再
开始吸入。雾化吸入半小时前尽
量不要进食，避免雾化吸入过程
中气雾刺激气道，引起呕吐。也
不要让雾化液进入眼睛，否则会
引起眼部不适，还不要抹油性面
霜。每次吸入后，可以用生理盐
水或温开水漱口。雾化结束后，

雾化罐要及时清洁，可用温水烫
洗，晾干后再使用。

“雾化吸入一般都会用激素，
这是家长朋友最担心的。”丁丹
说，其实相比于孩子咳嗽、喘息对
肺功能、生长发育的影响，通过雾
化吸入，吸入体内的激素对身体
的不良作用真是可以忽略不计
了。

昨天，记者从省妇幼保健
院获悉，今年的先天性结构畸
形救助正式启动。作为河南省
6家定点救助医院之一，省妇
幼保健院开始接受患者报名。

据了解，今年救助工作的
最大改变为外省户口在医院
就诊的患儿也可以享受此项
救助。具体补助标准如下：1.
自付部分超过3000元（含）、
小于4000元的，补助额度为
3000 元。2.自付部分超过
4000元（含）的，按自付费用
的75%予以补助，最高补助额
度为3万元（含）。同一患儿
享受其他救助项目后仍可以
享受此项救助。

省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
项目，主要针对发病率相对较
高、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效

果良好的先天性结构畸形疾
病。救助对象包含神经系统
先天性畸形、消化系统先天性
畸形、泌尿系统及生殖器官先
天性畸形、肌肉骨骼系统先天
性畸形、呼吸系统先天性畸形
和五官严重先天性结构畸形
等6大类病患。

据该负责人介绍，在小儿
骨科治疗并能申请救助的疾
病增加到了196种，包括脊柱
裂（包括脊髓栓系）、脊髓的其
他先天畸形（脊髓脊膜膨出）、
髋先天性变形、马蹄内翻足、
先天性漏斗胸、先天性鸡胸、
胸廓的其他先天性变形、胸锁
乳突肌先天性变形、手先天性
变形、膝先天性变形、膝先天
性畸形、软骨发育不良、多并
指/趾等小儿畸形疾病。

日前，在郑州市第九人民
医院举办的“中-德房颤左心
耳封堵术高峰论坛”期间，郑
州市九院心脏中心主任赵明
中、德国 Helmut G. Wal-
ther医疗中心余江涛教授共
同为一位91岁高龄的持续性
房颤患者成功植入左心耳封
堵器，手术取得满意效果。

今年91岁的老先生，临
床诊断为冠心病、不稳定型心
绞痛、心功能Ⅲ级、持续性房
颤；且合并有极高危高血压Ⅲ
级、脑梗死后遗症和外周动脉
疾 病 ；血 栓 栓 塞 评 分 ：
CHA2DS2-VASc评分7分，
HAS-BLEDS评分3分。

该院心脏中心主任赵明

中指出，大于80岁的老年房
颤患者，其发生卒中或血栓栓
塞风险，或口服抗凝药物发生
致命性出血风险的几率，都大
大增加，慢性房颤射频消融后
房颤复发率太高，且房颤复发
的患者随后发生卒中的风险
又陡然增高。

多项临床研究显示，房颤
的非药物干预策略——经皮
左心耳封堵术微创介入方法，
较口服华法林治疗不仅显著
降低心脑血管事件，还较口服
华法林或新型口服抗凝药明
显提高成本效益比，长期的卫
生经济学效益更好。对于老
年房颤患者，左心耳封堵术的
临床净获益较大。

核心提示 |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生活
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膝关节炎的出
现，都很苦恼究竟该如何保养膝关节？如果膝
盖已经出现不适或有退化性关节炎，又该如何
运动？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采访了我省著名膝关节疾病防治专家——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骨科沙宇主任医师。

爱膝
之道

如果您的关节出现问题
拨打0371-68632082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韩晓峰

宝宝咳嗽、喘息

雾化吸入解决了服药难问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星

核心提示丨上呼吸道感染是夏季儿童最容易患的疾病之
一，因为夏季天气热，孩子外出活动多，接触病原体的机会也大，
如果孩子体质较弱，加上家庭通风降温不够、出汗后不注意及时
更衣、经常进出温差较大的场所如空调房等，均容易使孩子患上
呼吸道感染，出现反复不断的咳嗽、多痰、喘息等问题。

最近，郑州李女士家8个月
大的宝宝不断咳嗽、喘息已经快
3个月了，想了很多办法，药也吃
了，液体也输了，冰糖雪梨、煎蛋
等偏方都用了，总也不见好转。

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院儿科
副主任丁丹接诊后，详细问诊，仔
细检查，确诊了李女士的宝宝属
于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由于宝宝
年龄较小，她为宝宝制订了一周
的雾化吸入治疗方案。经过治
疗，宝宝不喘不咳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雾化吸入
呢？据丁丹介绍，雾化吸入是利

用压缩高速气流，将药物或水经
吸入装置分散成悬浮于气体中的
雾粒或微粒，通过吸入的方式沉
积于呼吸道和（或）肺部，从而达
到呼吸道局部治疗的作用。通过
雾化吸入给药，可以达到缓解支
气管痉挛，稀化痰液，防治呼吸道
感染的作用。

“对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
喘、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感
染后咳嗽、肺炎等等，雾化吸入都
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丁丹
说，由于雾化吸入具有药物起效
快，用药量少，局部药物浓度高而

全身不良反应少等优点，在呼吸
系统疾病治疗中，已成为重要的
治疗措施，对于服药困难的宝宝
还不用服药了。

雾化吸入起效快、用药量少

雾化吸入半小时前尽量不要进食

急性脑梗
溶栓越早获益越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张冰爽

先天性结构畸形患儿
救助活动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91岁高龄房颤患者
成功植入左心耳封堵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建凯

1.减重可预防膝关节炎
记者：体重和膝关节炎有关

系吗？
沙宇主任：肥胖是膝关节的

大敌，预防膝盖痛，要先减轻体
重。超重会增大膝关节炎发病几
率，增加治疗难度，影响治疗效果。

2.少做长期蹲跪的动作
记者：蹲着干家务时膝关节

多有酸痛，会诱发关节炎吗？
沙宇主任：会的，所以尽量别

蹲着做家务。至于深受许多人喜
爱的太极拳，建议年纪大或膝盖
不舒服的人，不要勉强自己蹲太
低，站着打高位太极拳就好。

3.多练膝关节周围的肌肉
记者：据说锻炼可减缓膝关节

炎，老年人应着重锻炼哪些部位？
沙宇主任：老年人应从增加

大腿肌肉锻炼做起，可增加膝盖
的稳定性，减缓关节的磨损。平
常可以多做抬腿的动作，或是室
内脚踏车，都可以训练到大腿肌
肉。当然，科学的运动训练需要
专业指导。

4.要有足够的休息
记者：锻炼和休息如何分配？
沙宇主任：锻炼中出现膝关

节酸困疼痛，其实就是发出信号，
提醒我们要休息、减缓速度或改
变运动项目。足够的休息对保护
膝关节很重要，因为疲累的肌肉

无法让膝盖稳定。

5.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
记者：锻炼如何开始才能高

效有质量？
沙宇主任：如果想开始走路

运动，可以从每天10分钟开始，
习惯后再慢慢增加5分钟、10分
钟……一直到30分钟，这是最能
让自己习惯且安全的做法。

6.锻炼方法合适很重要
记者：能推荐一些锻炼方法吗？
沙宇主任：走路、游泳、室内

脚踏车是保护膝盖比较好的运动
处方。相较于慢跑，走路对膝盖
的压力较小。游泳及水中运动，
因为水的阻力，对膝盖关节没有
任何负担。至于室内脚踏车，既
能训练肌肉的力量又不伤膝。

7.关节已退变仍可动起来
记者：膝关节已经出现退变

的人还可以运动吗？
沙宇主任：规律的运动能减

轻体重，减少关节负荷，进而减少
关节的磨损，降低退化性关节炎
的发生。退化性关节炎患者能走
就走，但要循序渐进。运动前做
做准备活动，热热身。

8.护膝的使用视情况而定
记者：锻炼时需要用护膝吗？
沙宇主任：年轻人在从事激

烈或长时间运动时穿戴护膝保护

膝盖。护膝也不需要在整个运动
过程中使用，而是间歇性使用。
状况好时拿下，不要一直依赖护
膝，才有机会训练肌肉。

9.穿鞋类型可影响膝关节
记者：运动时如何选择鞋子？
沙宇主任：穿什么鞋子需要

因事、因地制宜。健走要穿运动
鞋或慢跑鞋；爬山要选抓地力强
的厚底鞋；打球要注意鞋子是否
有足够的弹性，抓地力是否够稳，
减少膝盖承受的撞击与压力。

10.严重膝关节炎做完手
术仍可运动

记者：膝关节炎做了手术是
不是就得小心翼翼活动？

沙宇主任：不是的，一些终末
期膝关节炎我们选择单髁置换及
胫骨高位矫形等微创手术方式，
创伤小，软组织得以保护。术后
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运动，包括剧
烈体育运动。

近年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把膝关节专科专病建设放在
突出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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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将骨
科、康复科、运动医学科结合起
来，成立骨科康复运动医学联盟
以及骨科康复标准化病区。为了
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本周四下午
继续在东西院区同步视频进行膝
关节疾病会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