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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
人中，有一半以上患有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以女性多见。到
了疾病的后期阶段，膝关节软
骨磨损、骨刺形成，甚至引起
关节严重的变形和疼痛，严重
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以往，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疼痛
严重的患者只能选择全膝关
节置换手术，不少老年人因担
心手术风险和并发症，只好一
忍再忍。

如今，随着保膝技术——
膝关节单髁置换术的发展，让
很多严重的膝关节炎患者看
到了曙光。

前不久，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的骨科病房，一位82岁
的耄耋老人为了向曾经为她
治疗的医护人员展示自己双
膝关节术后的康复效果，即兴
在护士站前跳起了欢快的广

场舞，她那轻盈优美的舞姿让
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友都陶
醉在其中。

●膝关节疼痛变形，老年
生活陷入困境

患者李阿姨，是一位退休
干部，儿女孝顺、子孙满堂，退
休后尤其注重身体保养，爱跳
广场舞，不知不觉已经迈入耄
耋之年。但本该是颐养天年的
年纪，近两年来却因为膝关节
疼痛，让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特别是最近3个月来，李
阿姨膝关节内侧疼痛难忍，别
说跳舞，就连正常行走都成了
一种奢望，不得不多方求医，
凡是她了解到的治疗膝关节
疼痛相关的方法：口服止痛药
物、外敷膏药、针灸、理疗、拔

火罐等方法都试了个遍，但她
关节的疼痛缓解依旧不明显，
她只好无奈地暂别了最喜爱
的广场舞。

李阿姨来住院时说她的
期望是经过治疗不奢求能再
跳舞，可以正常行走就行。

●微创保膝技术，迎来康
复新“膝”望

李阿姨入院后，经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的保膝团队
的专家详细了解病史和查体
之后，保膝专家沙宇主任告诉
李阿姨，像她这种程度的膝关
节疼痛、不稳、畸形，活动受
限，经保守治疗无效或效果不
显著的患者需要行手术治疗，
可以选择微创保膝手术——
膝关节单髁置换术，该手术能

够有效缓解终末期膝关节病
变患者的疼痛和矫正畸形，使
膝关节的功能得以恢复。

得知李阿姨担心把关节
换掉，沙宇主任说，微创膝关节
单髁置换手术不会将关节切
除，只是将已磨损破坏的关节
表面进行修补，好似镶牙，使其
恢复正常光滑的关节面。此技
术已很成熟，术后走路、爬山、
甚至跑步都没有问题。

李阿姨访问了接受过手
术的病人后打消了疑虑，欣然
接受了省直三院保膝团队为
她制订的详尽的手术计划。

专家团队在完善各项准
备后，很快为李阿姨安排了手
术。

令李阿姨吃惊的是，手术
后她竟没有感觉到一点疼痛，
术后一天她就可以下床走路。

如今，手术已过去两个多

月，李阿姨膝关节疼痛已经完
全消失，并且已经重新跳起了
广场舞。

李阿姨高兴地说：是这项
膝关节单髁置换微创保膝技
术让她实现了正常行走的愿
望！

膝关节是人体最重要的
关节之一，随着中国老龄化社
会进程加速，以及运动损伤增
多，膝关节疾病的发生率随之
增高。近年来，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骨科坚持把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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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骨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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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好地为广大膝关节病患者服
务。

82岁老人的保膝愿望实现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刘东方

爱膝
之道

本报讯 从全面自查到督
查整治，再到动态管理，郑州市
提升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又有大动作。4月22日上
午，2020年郑州市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记者从
会议现场获悉，为深刻汲取近
期发生的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
故教训，即日起，郑州市将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建筑施工安全生
产专项督查检查。

会上，郑州市城建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曲标通报2019
年以来全市建设领域安全生
产事故情况时表示，据统计，
2019年郑州市建设行业共发
生19起事故，造成29人死亡
6人受伤，事故类型包括基坑
坍塌、高坠、物体打击、机械伤
害、触电、塔吊倒塌等，高坠事
故数占比达52.6%。2020年
1月至4月份，郑州市建设领
域共发生3起事故，造成3人
死亡、1人受伤，分别由坍塌、
窒息、机械伤害导致。这3起
事故发生在复工复产之初，和
着急赶工期有关，也和管理人
员对认为“简单”的作业事项
疏于管理、麻痹大意有关。

“大干快上，一不留神，容
易出事故。”郑州市应急局党
组成员、郑州市安委办副主任
马龙飞提醒。

据郑州市城建局党组书记
杨虎臣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建
筑行业和建筑企业受到冲击较

大。郑州市城建局积极推进复
工复产。目前，郑州市应开
（复）工项目2866个，已全部开
工建设，40多万人已返工上
岗。而随着有些企业复工后着
急抢工期、赶进度，出现超能
力、超强度组织施工等现象，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也面临着更严
峻的挑战。

如何防患未然？杨虎臣
强调，提升站位的同时要抓好
落实：全面推进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
今年要将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
证上岗作为检查重点。同时，
要加强督导，落实责任，强化责
任追究，对违法违规企业严格落
实通报约谈、停产整顿、联合惩
戒、清理退出等手段，进一步
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

另据了解，根据郑州市城
建局日前制定的《郑州市建筑
施工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
实施方案》，从今年4月至6
月，将采取县（市、区）开发区
全面自查、郑州市城建局督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检查
重点包括全市建筑施工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以及2019年以来发生人身伤
亡事故的建筑企业安全生产
条件。
（线索提供 王玲 史林）

安全第一 别拿“防不胜防”当借口

郑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专项督查检查启动

免检车可网上申领电子
凭证

“目前在我省，车主申领
机动车检验纸质标贴需要去

窗口办理，增加了群众来回
奔波和排队的时间。”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有关人士表示，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一部
署，今年6月20日起，我省将
推行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
化，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通过
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
台或“交管12123”手机APP，
申领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

对六年内的免检车辆，可
以直接在网上申领检验标志
电子凭证。对上线检验的车
辆，以及办理注册、转移、变更
等登记车辆时，在发放检验标
志纸质凭证的同时，驾驶人可
以直接到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平台（www.122.gov.cn）或

“交管12123”手机APP查看
或下载“电子凭证”。对检验
标志纸质凭证丢失、毁损的车
辆，无需办理补领手续，直接
通过网上下载。如果需要纸
质凭证的，可选择邮寄送达或
到车管所自取。

据了解，今年3月1日，机
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措施在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哈尔
滨、南京、杭州、宁波、济南、株
洲、深圳、海口、成都、贵阳、玉
溪、乌鲁木齐等16个城市试点
实施，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遇检查出示电子凭证即
可

据了解，检验标志电子
凭证分为在线出示、离线出
示和打印出示等3种出示方
式，便利机动车所有人或驾
驶人在不同场景应用。

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与纸质凭证具有同等效

力，已领取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的车辆，不需要再粘贴纸
质标志，公安交管部门不以
机动车未放置（粘贴）检验标
志为由进行处罚。

在驾车遇到交通民警执
法检查时，司机可以主动出
示检验标志电子凭证，民警
将通过警务执法终端扫描电
子凭证二维码，核查电子凭
证有效性和机动车状态；如
未出示电子凭证，民警将通
过警务执法终端或信息系统
核查机动车状态，确认机动
车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因此，提醒司机或车主
及时下载好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遇民警检查时，可以在线
出示、离线出示或打印出示。

处理事故、二手车交易也
可用

对可以自行协商处理的
轻微事故，当事人可以通过扫
描对方的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确认车辆是否在检验有效期
内，以确认车辆检验状况。

在保险理赔时，可以向
保险公司出示检验标志电子
凭证，用于办理车辆保险理
赔相关手续。

同样，在租赁车辆时，承
租人可以要求租赁公司提供
车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并
上网扫描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二维码，确认车辆是否在
检验有效期内。同时，在二
手车交易、车辆抵押等时，
扫描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可
确认车辆是否在检验有效
期内，大大缩短了验证环
节，简化申领流程，时间大大
减少。

6月20日起河南推广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

车上不用再粘贴纸质检验标志了

公安交管“放管
服”改革又传来好消
息。今年6月20日起，
河南省将推行机动车
检验标志电子化，届时
车主不需要在挡风玻
璃上粘贴纸质车检凭
证了。那么，将来如何
申领机动车检验标志
电子凭证，遇到交警检
查时如何出示，事故保
险理赔怎样使用等，对
于车主关心的问题，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进行梳理。

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