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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奶奶两个“不老盖”的故事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辉

艰难求医路，该何去何从？

这几年，家里人带黄奶奶
四处求医，北京、上海大医院都
走遍，拍过的片子也不少，拿的
中药西药也都有，刚开始是症
状减轻，一停药又加重，但她还
是坚持用药，原因是专家告诉
她最终的结局可能会是换关
节，这可把她吓坏了，她自认为
多看几家医院，多吃点儿药，应
该还是能治好的，就这样一拖
又是几年。

去年11月中旬，黄奶奶膝
关节疼痛突然又加重，行走困
难。听单位同事介绍说沙宇主
任是中国保膝学组委员会的专
家，做膝关节保膝手术在国内
是非常有名的，就慕名来到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找
到了膝关节病专家、骨科主任
沙宇主任医师。

经过沙宇主任详细的查
体，结合相关影像学检查，沙
宇主任告诉老人，像她这样膝
关节疼痛严重、日常生活严重
受限，经保守治疗无效或效果

不显著的患者，可以考虑类似
补牙的单髁微创技术，患者在
整个围术期几乎没有疼痛的
感觉，且术后就能下床。黄奶
奶一听微创，还不疼，当天就
能下床，当即就让儿女办了入
院手续。

微创保膝技术，迎来康复
新“膝”望

经过周密的术前检查及综
合评估，沙宇主任在患者入院
第二天就带领膝关节病专家团

队为黄奶奶实施这种微创手
术。术后第1天，她就可以自
行下床活动，并且在康复专家
团队的指导下，黄奶奶的膝关
节活动度很快达到正常，困扰
20余年的大问题就这样轻松
解决啦。

据沙宇主任介绍，单髁微
创治疗技术易被老年患者接
受，首先是创面很小，只需要常
规关节置换的一半就可以了；
其次出血很少，因为创面很小，
特别是保留了交叉韧带等软组
织，不像全膝关节把交叉韧带
都要去除；最后就是康复很快，

因为患者治疗过程中损伤很

小，术后当天就可以下床活动，

术后第二天可以进行膝关节功

能锻炼。当然还要根据疾病本

身的发展程度来选择合适的治

疗方案。

聚焦膝关节专病 打造优
势专科诊疗平台

近年来，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保膝团队在沙宇主任的
带领下，把膝关节专病建设放
在首位，集中科室优势力量专
注膝关节病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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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方便患者的膝关节
疾病康复、保守、微创、手术一
体化管理目标，更好地为广大
膝关节患者服务。

爱膝
之道

目前我国中老年人得膝关节疾病的比例越来越高，大部分因为害怕换关节而选择忍受痛苦，
很多老年人对膝关节骨关节炎不以为然，疼痛时就贴张膏药而不接受规范治疗，导致膝关节病变
日益严重，疼痛加剧，甚至无法行走，严重影响老年生活。

“姑娘们，我又回来了！”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骨科的病房里，黄奶奶笑着对护士说。据
了解，黄奶奶已经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了20余年，近两年症状加重，正常走路都成了问题，更别提
爬楼梯了。半月前，她慕名来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找到沙宇主任，为她实施了左膝单髁
微创治疗，术后恢复良好。这不，还不到一个月又来看另一个“不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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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故城遗址发掘意义非凡

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申请了考古发掘执照。此次发掘
由长期主持殷墟考古发掘的唐际根教
授任发掘领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丘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河南大
学等共同参与了这次考古发掘。

商丘市博物馆馆长王良田告诉记
者，这一次的宋国故城遗址考古发掘
项目，是继上世纪90年代中美联合考
古队在商丘地区进行考古田野调查和
考古发掘后，再一次开展的商丘市大
型考古勘探发掘项目。

宋国故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计划
发掘面积900平方米，计划分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发掘工作持续到7

月初。雨季过后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
将从9月持续到12月。日前已开始考
古发掘前的勘探工作。

据介绍，宋国（公元前1114年~公
元前286年）为西周和东周时期一个
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共经历35君，延
续约800年。宋国都城是宋国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宋国的发展历
史相始终。

宋国故城的研究对宋国文化、商
文明的起源都有一定历史价值。

“先商文化”曾吸引中美联合考
古队在商丘地区考古发掘

“说起来寻到宋国故城的踪迹还
是一次意外收获。上世纪90年代中
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探寻‘先商文化’

上世纪9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后又一大型考古勘探发掘

追寻“先商文化”再探“宋国故城”
的踪迹时，无意中发现了宋国故城遗
址。”王良田介绍，商丘是商民族的发
源地。上世纪9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保
德博物馆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多次
到商丘勘探，没能找到典型的先商文
化遗存。位于商丘古城附近的两周时
期宋国故城遗址，是这次考古发掘的
一次意外收获。

什么是“先商文化”？王良田解释
道，“先商”是指从舜封契于商起，到商
汤灭夏建商王朝，这一时期商为夏王
朝的东部方国。“先商文化”也即是指
商部族在这个时期创造的文化。

宋国是为奉殷先祀而建，许多专
家学者认为宋国都城应筑于商朝的创
立者商汤所建第一个都城——南亳之
上。根据史书记载，南亳是商代建立
强大的奴隶制商朝第一个商王商汤所
建的都城。据史书记载和专家研究，
宋国都城或处在距南亳不太远的区
域。因此，宋国都城的确认，也为寻找
商都南亳提供了重要线索。

宋国故城遗址
比现存的明归德府城大10倍

1996年春，中美联合考古队对商
丘市睢阳区阏伯台以西的郑庄一带进
行勘探。考古队首先在胡楼村东发现
一段东周时期的夯土城墙，随后沿发

现的那段城墙向两边展开勘探调查。
根据考古勘察，明弘治十六年后

修建的归德府城位于此城内的东北
隅，阏伯台处于此城南城墙脚下。城
址平面近似方形，城内面积为10.2平
方公里。

从发掘情况来看，西墙、南墙和北
墙西段保存较为完整，东墙部分地段
由于与晚期城墙（唐代睢阳城、宋代南
京城、明代归德府城）重叠或接近而未
能保留下来或保存很差。现存城墙顶
部距地表浅处有的不到1米，城墙夯土
的底部距地表12米左右。城墙断面呈
梯形，顶宽在12米至15米之间，底宽
约26米。城墙外还探明有城壕遗址。

考古发掘出的东周城址规模巨
大，比现存的明归德府城大10倍，与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相比，接近于
新郑的郑韩故城、洛阳的周王城、曲阜
的鲁国故城、魏国的安邑城，略小于齐
国临淄城和易县燕下都。

“宋国故城的发掘意义非凡。”王
良田解释，宋国故城遗址考古发掘项
目将紧紧围绕商丘地区殷商文化之源
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有望解决宋城
城墙上不同时期城墙叠压的“叠城关
系”问题，可以进一步了解商丘宋国故
城的始建年代以及宋城下是否存在商
代甚至更早城址等问题。而早在
2006年，宋国故城就被列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月21日，记者从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河南省商丘市宋国故城遗址考
古发掘项目已于17日正式启动。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已进入到前期的勘探阶段。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朱雷通

宋城与睢阳古城和归德府对比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