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空调开车关节伤不起。夏天如果长时间开车，车内空

调温度调得很低，很容易因受凉引起关节问题，出现腕、肘

及膝关节疼痛、肿胀与活动不适。出租车司机可能比一般的

人更容易患膝关节痛，就是因为在低温驾驶室内受凉导致。

因此，除了车内空调的温度要适宜外，出风口也应尽量避免

直吹人的肢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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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开着空调开车关节伤不起

近日，由血友之家罕见病
关爱中心主办的“血友病治疗
最新进展媒体沟通会”在北京
举行。会上，关爱中心理事长
关涛介绍了“血友病患者抑制
物救助项目”，该项目致力于
援助出现抑制物的血友病患
者，自2012年9月启动至今，已
救助9位患者，总救助资金超
过16万元。

据介绍，在治疗过程中约
有20%-30%的重度血友病患者
遭遇抑制物问题，随着治疗越
来越充分，这一问题也将逐渐
显现。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主
任赵永强说：“无论是血源性的
产品还是基因重组的产品，均
无法避免抑制物问题；但患者
不应该因噎废食放弃治疗，因
为这有可能致残或者死亡。”

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
心主任吴润晖表示，出现抑制
物的危险因素除了家族遗传
等不可逆的因素外，严重血友
病患者出现抑制物的几率更
高，因此，对于遗传基因低风
险的病人应开展预防治疗。早
期开始八因子替代治疗，减缓
疾病进展可有效降低抑制物
出现的几率。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杨仁池教授指出，即使患
者已经出现抑制物，也并非束
手无策，在国内专业的血友病
治疗中心，目前已经有多种治
疗手段可以有效管理抑制物。

血友病治疗以及出现抑
制物后的治疗费用昂贵，很多
患者难以承担。但目前我国越
来越重视对于血友病患者的
保障，广东和山东省已经把抑
制物阳性的血友病治疗药物
纳入医保。 （宿可伟）

专家呼吁

关爱血友病患者

网络汇聚爱 施助两夫妻
贫困夫妇同患股骨头坏死，济南股骨头医院来救助
本刊记者 佟霞

胰岛素治糖尿病是血糖
控制重要手段之一。解放军第
二炮兵总医院的内分泌科主
任李全民教授介绍说：“胰岛
素治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患
者不愿接受胰岛素注射，表现
为：治疗起始难且患者依从性
差。”调查表明，在医师建议胰
岛素治疗的患者中，不愿意接
受或害怕胰岛素治疗的患者
高达59%，而接受胰岛素治疗
的患者中约35%依从性差。主
要原因包括，对注射疼痛存在
心理焦虑和恐惧、注射装置不
简便、影响生活等。

近日在华上市的笔式胰岛
素注射器拜林笔保留了自动注
射的优点，只需轻松一按，极大
消除了手动推注过程中给患者
带来的恐惧。同时，自动注射可
以匀速出液，有利于胰岛素在
皮下组织均匀弥散，提高了机
体对药液的吸收和利用率。另
外拜林笔还增加了“绿点提示”
功能，在药液注射完毕时，位于
注射器上端的注射结束信号窗
出现绿点，保证了胰岛素注射
剂量的准确性。

（宿可伟）

26日14：00，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图书馆三楼会议室，该
院知名专家侯明、纪春岩、王
鲁群及秦雪梅等，将就白血病
的认知、治疗及康复等问题举
行讲座和现场义诊咨询，欢迎
公众参与。 （宿可伟）

胰岛素新型

自动注射笔上市

知名专家

明日义诊白血病

“专家大夫晚上好，我是

省直机关派驻菏泽鄄城的驻

村‘第一书记’。在走访中，有

一户贫困家庭夫妻双双患上

了股骨头坏死，无钱医治……

看到他们的情况很是心酸，期

待得到帮助。”

5月14日晚上10点半，一条

网络上的求助信息引起了济

南股骨头医院医护人员的注

意。第一时间联系到信息的发

布者——— 贾庄村驻村“第一书

记”孙清祥，核实相关信息后，

济南股骨头医院当即表示：我

们来救助！

◎一家三口，同躺病榻

信息中所提到的求助对象正
是贾庄村现年 5 2 岁的张文书一
家———

16岁的女儿患有先天脑发育
不全；六年前，患有风湿类风湿的
妻子因长期服用含激素的药物而
导致股骨头坏死；妻子患病一年
后，张文书也因长期饮酒导致股骨
头坏死。由于一家人都丧失了劳动
能力，三人多年来的生活起居一直
靠张文书70多岁的父母照顾，经济
来源也仅限于父母农耕所得、村民
的帮衬及村里为其申请的低保。家
徒四壁、收入微薄，再加之夫妇二
人的医药费，使原本艰辛的日子更
加困苦不堪。

张文书患病后曾经到医院接受
过治疗，之后还陆续服用过不少“偏
方”、“秘方”，两年时间下来，光是医
药费就花了十多万，还因此欠下了
好几万元的债务。然而，其病情不仅
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原先仅
是左侧股骨头坏死，逐渐地，右侧股
骨头也发现坏死迹象。迫于生活压
力，张文书最终放弃了治疗。

◎网聚爱心，驰援农家

了解到张文书一家的情况后，
济南股骨头医院决定由该院业务
院长吴传城亲自带队前往患者家
中，一方面为患者进行初步检查，
以确定患者情况是否符合医院的
救助条件与治疗范围，另一方面依
据实际情况制定下一步方案。

3 个多小时，2 0 0 多公里路
程——— 5月15日中午时分，济南股骨
头医院派出的专家团队及时赶到了
位于贾庄村的张文书家中。医生看
到：张文书的双腿仅能张开拳头那
么大，拄着双拐的他，艰难地拖着两
条腿一点一点在地上挪动。而像穿
鞋、洗脚这样的寻常动作，对张大哥
来说都已无法做到，日常活动也严
重受限。检查发现，其股骨头坏死已
属晚期，情况不容乐观。

初步检查与核实发现，张文书
夫妇完全符合救助条件与治疗范
围。遗憾的是，张妻除患股骨头坏
死外，还患有多种疾病，目前的身
体状况并不适合手术治疗。看着眼
前急需救助的一家人，吴院长当机
立断，决定先对张大哥实施救助，
重新帮助这个贫困家庭的“顶梁
柱”恢复劳动能力。得知张文书即
将赴济南接受治疗，村里的乡亲们
也自发前来捐款。

◎台湾专家，亲来主刀

5月 18日，就在张文书
住进济南股骨头医院的第
二天，该院首席指导专家、

“无柄髋关节之父”钱本文
教授便专程从台湾赶了过
来。经过细致严谨的研讨，
专家们最终确定了治疗方
案。“手术中将部分股骨头
坏死组织切除，保留健康的
股骨颈，然后植入人工假
体，这也正是我们开展的无
柄髋关节置换术。”吴传城
介绍。

那么，为何采用无柄髋
关节置换术呢？吴传城指
出，这主要是充分考虑到患

者当时的身体状况。目前治
疗股骨头坏死常用的有柄
髋关节必须以其柄植入人
体的股骨髓腔内进行固定，
创伤大，较易出现并发症。
而无柄髋关节置换术属“微
创 ”手 术 ，伤 口 直 径 仅 为
8 . 5cm，并发症出现几率低，
便于日后的身体恢复。

5月 17日，患者抵达济
南股骨头医院；5月18日，左
侧髋关节置换；5月30日，右
侧髋关节置换。

事实上，无柄髋关节置
换手术完全可以同时进行
双侧置换，正常十几天就可

出院。那么，张文书的治疗
为何颇费“周折”？“主要是
出于对患者身体承受能力
的考虑，我们采取了最稳妥
的做法，先置换一侧股骨
头，等患者稍事调养后，再
进行另一侧手术。”吴传城
说，“植入假体后，为了增加
日后生活中人工关节的活
动范围，我们还对患者进行
了软组织松解，如此一来也
更有利于假体与自身组织
的融合。在手术的最后缝合
阶段，则采用最先进的美容
缝合技术，更利于伤口愈
合，且日后刀口更美观”。

◎治疗28天，重新“站立”

6月14日，张文书大哥康
复出院了，等在村头的乡亲们
看到他下车后不用拄拐自行
走向久违的家门，甚至放起了
欢喜的鞭炮。

处于康复中的张文书目
前已经可以扔掉双拐，自由地
走上几步。一旁的老父亲看在

眼里，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久违
的笑容。按照医生的叮嘱，张
文书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都应
注意卧床休息，同时要配合康
复锻炼。这段时间内，张文书
还要每月到医院进行一次复
查，并接受康复指导。

28天，张大哥实现了“站

立”的梦想。
看到眼前的情景，贾庄

村驻村“第一书记”孙清祥
拉着吴院长的手激动地说，

“没想到医院医疗水平这么
高，治疗效果这么好，恢复
得这么快，我心里的一块石
头终于落地了。”

髋关节是人体的大关
节，一旦股骨头坏死并且病
情进展，会发生疼痛、行走障
碍、活动受限，后果比较严
重。据济南股骨头医院院长
吴传城介绍，在我国，股骨头
坏死最常见的病因是饮酒、
滥用激素、外伤。

一些早期诊断为股骨
头坏死的患者，认为对生活
影响不大，没有积极防治，
从而错过了保守治疗时机；
也有的患者确诊之后病急

乱投医，盲目偏信一些偏
方、秘方，不但贻误了病情，
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
负担。吴传城表示，医生对
于股骨头坏死的诊断应该
做到准确具体，对于处于1-2

期股骨头坏死，应提醒患者
早期进行规范化保守治疗，
及早干预疾病发展进程，尽
量避免或延缓其恶化。对于
晚期(3-4期)股骨头坏死来
说，髋关节置换是很有效的
治疗手段，但要谨慎选择适

应症。对于年龄在 60岁以
内，身体条件较好，功能改
善后还可以从事一定工作
的病人，可以选择无柄髋关
节置换，这样既可以减少手
术的创伤和并发症，也为多
年后选择二次手术留有充
足缓冲的时间和保存较好
的关节条件。最重要的是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戒
掉烟酒，对于激素类药品要
高度警惕，杜绝长时间大剂
量使用。

股骨头坏死应该规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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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书术后又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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