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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一时爽
膝关节酸痛心发慌

家住中牟的刘大爷今年
66岁，退休在家喜欢下下棋、
遛遛弯，吃饭时喜欢喝两
口。因为平时饮酒还算节
制，所以老伴虽深知饮酒的
坏处，也仅是嘟囔他几句。

春节来临，儿子带着孙
女从上海回来，刘大爷心花
怒放，加上春节晚辈来拜年，
家庭聚会不可少。心情大好
的刘大爷在饮酒上就失去了
控制，老伴劝也劝不住，子女
们觉得过节乐呵一下没事
儿。正月初五，刘大爷一大
早就起床，下床时突然发觉
双膝关节酸痛、肿胀，活动一
番疼痛更重了。他开始以为
是老寒腿，吃了点止疼药，结
果根本不顶事。家人赶紧带
着他去社区医院就诊，也没
有查出什么原因。

刘大爷怀疑是饮酒导致
膝关节疼痛。但连着几天不
喝酒，双膝关节酸痛、憋胀的
感觉依然没有缓解，日常生
活质量大打折扣，与家人团
聚的喜悦心情逐渐被病痛的
折磨掩盖。

痛风性关节炎
酒精是重要的诱发因素

听邻居说，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骨科治疗膝关节
疾病很有特色，刘大爷就在
家人陪同下来到医院。河南
省直三院骨科沙宇主任医师
在门诊接待了他。经过沙宇
主任详细查体，同时辅助X
线片检查及抽血化验，初步
诊断为：双膝痛风性关节炎，
建议住院治疗。

刘大爷很疑惑：“喝酒怎
么会导致痛风呢？”沙宇主任
继续解释道，痛风性关节炎
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

节囊等软组织中而引起病变
及炎性反应，其多有遗传因
素，好发于40岁以上男性，但
是权威研究表明酒精也是痛
风重要的诱发因素。疼痛多
见于足踝部，也可发生于其
他大关节，如膝关节。听完
沙宇主任的解释，刘大爷遵
从建议办理了住院手续，开
始接受药物治疗和康复锻
炼。一周后，刘大爷双膝关
节酸痛消失，正常出院。

酒精影响人体代谢
痛风悄然而至

沙宇主任介绍说：“饮酒
的确是诱发痛风发作的一大
因素。众所周知，酒精是痛
风的‘死敌’，机体摄取酒精，
痛风病发的几率必会高涨。
一旦疾病发作，关节酸痛随
之而来。酒精就像痛风的

‘催化剂’，当人体摄入酒精
后，肝组织会对其进行代谢，

在这个代谢过程中，血液中
大量的水分会被利用，导致
血尿酸水平增加，尿酸形成
结晶并沉积于关节，从而引
起关节肿痛。酒精代谢后生
成乳酸，乳酸在排出人体过
程中会影响尿酸在肾脏中的
排泄，因而对于痛风患者，饮
酒致病发的几率是非常非常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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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将骨科、康复、运动
医学结合起来，打造骨科康
复运动医学联盟，成立骨科
康复标准化病区，更好地服
务患者。在膝关节疾病的诊
断治疗上取得突出进步，已
经实现膝关节病诊断、保守、
微创、手术、康复治疗一体化
的诊疗模式。

28岁的小希（化名）还未
生育就患上了宫颈癌，本以
为此生再不能拥有自己的孩
子了。可是近日，她在郑州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省妇幼
保健院）经过手术，保留了孕
育胎儿的子宫体，也留下了
做妈妈的希望。

随着宫颈癌筛查的普
及，早期宫颈癌患者逐渐增
加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此
外，现代女性生育年龄推迟
使得浸润性宫颈癌患者中未
生育者比例上升。

按照传统治疗方法，根
治性子宫切除和（或）放疗，
对早期宫颈癌疗效较好。但
切除子宫意味着患者失去生
育能力，因此，保留生育功能
的宫颈癌根治术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

“传统的手术方法要求，
肿瘤要在外缘一定范围切
除。把肿瘤切除干净，又要
把子宫体和阴道对接，在过
去是无法想象的。”郑大三附
院妇瘤科主任李红雨介绍
说，保留生育功能的宫颈癌
手术最早是经阴式和开腹进
行的，现在逐渐发展到腹腔
镜下或机器人手术，达到了
微创化、规范化、个体化和人
性化。

腹腔镜下保留生育功能
的宫颈癌手术操作复杂、难
度大，对手术医生要求高，但
只要规范操作，肿瘤复发率
及死亡率与传统根治性子宫
切除相当。因此，该手术被
视为十余年来妇科恶性肿瘤
保守性手术中最有发展前景
的新进展之一，安全性已经
被妇科肿瘤医生广泛认可。
NCCN（美国国立综合癌症
网络）、FIGO（国际妇产科联
盟）、ESMO（欧洲肿瘤内科
学会）等宫颈癌临床实践权
威指南均将这项手术作为早
期宫颈癌保留生育功能的标
准选择。

不过，李红雨强调，腹腔
镜下保留生育功能的宫颈癌
手术要严格掌握适应证，尤
其是要掌握一些基本原则：
早期宫颈癌Ia1期、有脉管浸
润至Ib1期之间；肿瘤直径<
2cm；病理类型为鳞癌或腺
癌；影像学提示无淋巴结肿
大；无宫颈内口受侵。

饮酒后膝关节酸痛？可能是痛风
又是一年新春，各种聚会蜂拥而至，饮酒在所难免。饮酒伤身这一道理多

数人再熟悉不过，但很多人碍于饭桌礼仪，难以推托。饮酒后膝关节酸痛是较
常见的问题，但这种症状产生的原因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更不用说如何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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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关节出现问题
拨打0371-65796135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韩晓峰

虽患宫颈癌
也能生宝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樊素珍

乙肝疫苗保护至少可持续20年

知识问答

（选择题）1.下列行为，
一般不会传染乙肝的是（）
A.理发店剃刀 B.公共浴池
C.被 HBV污染的医疗器械
D.共用餐具

2.下列预防乙肝的措
施，不正确的是：（ ）
A.减少不必要输血 B.不使
用公共剃刀 C.接种乙肝疫
苗 D.不与乙肝病毒携带者
说话

受访专家：河南省疾控中心性艾所副主任医师 赵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编者按 乙肝主要有四种传播途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而且通过接种疫苗，可以保护我们免患乙型肝炎。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1010

慢病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
出，中国是世界上乙肝病毒
感染负担最重的国家，中国
HBV感染的控制对全球消
灭病毒性肝炎目标的实现影
响重大。过去30年，中国在
控制乙肝发病率上取得了巨
大成就，主要得益于新生儿
乙肝疫苗普遍接种和乙肝母
婴阻断策略的高覆盖率（均
大于95％）。

据了解，中国的乙肝患
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有1亿
多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
一个，你几乎无法避免和他
们一起进餐。

那么，能不能和乙肝患
者一起吃饭？如果吃饭不传
染，那么乙肝病毒主要通过
什么渠道传播？酒精对乙肝
来说，又有多大危害？很多
人存在疑虑。

乙肝如何入侵人的身体？

乙肝病毒通过什么渠道
传染？和患者在一个桌上吃
饭是否有风险？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性艾所副主任医师赵飞介
绍说，只是单纯吃饭，是不会
感染乙肝病毒的。只是在一
起吃饭，如果口腔中没有溃
烂出血的话，应该不会被感
染乙肝病毒。但是如果对方

乙肝病毒复制严重，肝功能
异常，还是分餐比较好。另
外，对常人来说，需要定期查
一下五项指标，如果没有抗
体，需要接种乙肝疫苗，只有
产生乙肝抗体后，才能有效
预防乙肝病毒。

专家称，乙肝的传播途
径主要有四种：

一是经血液传播。如输
入被感染的全血、血浆、血清
或其他血制品，或者其他血
源性注射传播，使用未经严
格消毒的仪器美容、穿耳孔、
纹身等，或共用剃须刀和牙
刷等卫生用品。

二是胎源性传播。如孕
妇带毒者通过产道对新生儿
垂直传播；妊娠晚期发生肝
炎的孕妇对胎儿的感染等。
好在最近几年我省已经采取
了相应预防措施，大大降低
了此环节的传播几率。

三是医源性传播。补
牙、修面、修脚，医疗器械如
针具、口腔器材、内镜等被乙
肝病毒污染后消毒不彻底或
处理不当，可引起传播。

四是性接触传播。如性
滥交、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
的亲密性行为，也是乙型肝
炎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

除了避免这四种传播途
径之外，我们该如何保护自
己免受乙肝病毒侵害呢？专

家称，可以通过接种疫苗保
护自己免患乙型肝炎。

自1982年以来，全世界
已使用超过10亿剂乙肝疫
苗。该疫苗在预防形成慢性
感 染 方 面 的 有 效 性 高 达
95%。保护可至少持续 20
年，世卫组织迄今未建议接
种加强剂。

酒精对乙肝患者意味着
什么？

感染乙肝病毒至发生肝
硬化，一般需20~25年，只要
患者不饮酒、不劳累、定期随
访、积极接受正规治疗，不但
可提高生活质量，而且可明
显延缓肝硬化发生。

但乙肝病毒感染者饮
酒，却是火上浇油。乙肝患
者即使少量饮酒，对本已受
损的肝脏来说，后果也很严
重，可加速肝硬化的进展。

专家称，人体摄入的酒
精90%要通过肝脏代谢。酒
精可使肝细胞的正常酶系统
受到干扰破坏，直接损害肝
细胞，使肝细胞坏死。患有
急性或慢性活动期肝炎的病

人，即使少量饮酒，也会使病
情反复或发生变化。乙肝患
者长期喝酒，严重的会引起
爆发性肝衰竭，即使较轻也
会发生肝纤维化。

所以，乙肝患者绝对不
能喝酒，对于肝功能正常的
乙肝病毒携带者来说也不能
喝酒，因为其喝酒同样会引
发病情的发展。

温馨提示：读者可留存本系
列报道，待报道刊登结束
后，将有有奖竞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