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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和医疗检查致癌？

疾控专家给您来辟谣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正毅 雪英) 日本福岛核
电站爆炸之后，人们越来越关注辐射
问题。各类辐射的谣言也开始在微博
和朋友圈谣传。究竟我们日常生活中
离不开的电子物品是否真的致癌？医
疗检查为防癌还能不能做？疾控专家
来给您支招。

辐射是一种能量传递方式。自然
界的一切物体，只要温度在绝对零摄
氏度以上，都会以波或粒子的形式向
外传递能量。一般可按能量的高低及
电离物质能力的大小分为电离辐射和
非电离辐射。

专家称，之所以大家害怕辐射，是
因为电磁辐射和人体接触属于非弹性
碰撞，大多数都会被人体器官吸收，从
而引发细胞组织变化，但是电磁辐射
并不可怕，正常生活的人体每天都在
吸收辐射，只要它被控制在可以接受
的标准水平，对人体健康就不会有什
么伤害。

那么手机、电脑辐射会致癌吗？实
验表明，手机、电脑辐射属于非电离辐
射，尚未发现与癌症有任何联系。专家
称，有些人长时间打电话会出现头晕、
健忘等症状，可能是电磁波对神经递
质产生干扰导致，但还没有任何医学
研究证据表明会导致癌变。

但CT、X光线属于电离辐射，过度
扫描会埋下致癌隐患。除此之外，像治
疗癌症的放射疗法(放疗)是通过对癌变
的部位进行高强度的辐射处理，使得癌
细胞大量死亡，达到抑制癌症的目的，
但同时也对大量正常细胞造成损伤。因
此我们常会告诫病人这是双刃剑，需要
在正规医院医生的合理控制下进行。

如何预防辐射？疾控专家称，有显
示屏的电器设备可安装电磁辐射保护
屏，复印机、微波炉等使用时应隔开一
定距离。另外，手机接通瞬间释放带刺
辐射最大，可在手机接通一两秒后再
接听电话。此外，家电不要扎堆放，不
同时使用，也不要在床头安装电器或
插头。

看东西重影脾气还暴原是脑病作祟
专家称老年病人应综合考量

本报9月2 7日讯 (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陈展

鹏 ) 眼前不再重影，还能
自如行走，困扰自己多年
的脑病被顺利治愈，王大
爷 可 以 放 心 拜 访 老 朋 友
了。专家称，老年疾病不能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综
合考虑，给予及时对症治
疗。

王大爷今年62岁了，是
几年前出现了眼肌麻痹、眼
球震颤、眼球不受控制、看
东西重影等症状。王大爷在
外院就诊，误诊为眼病，其
中一只眼睛还进行了手术

治疗，术后眼睛症状未见好
转，反倒越差，令王大爷非
常苦恼。此后的一年多时间
里，王大爷又辗转了几家医
院，到处求医始终没有得到
有效的治疗。然而，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就在眼部疾病
的治疗迟迟没有效果的同
时，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开始
出现严重的问题，脾气也越
来越急躁，和家人关系也陷
入紧张，忙碌了一辈子的王
大爷彼时觉得自己将要面
对的晚年生活一片灰暗。

脑 病 科 陶 素 爱 主 任
说，这位病人来院就诊时

基本不能自理，在家人搀
扶下来到医院，当时看见
王大爷眼不能外展，自己
陈述看东西重影，同时有
共济运动障碍，不能独自
正常站立、行走和转向，若
没人扶行非常易于跌倒。

医生在对其经过一系
列全面的身体检查及日常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了
解 后 ，做 出 的 诊 断 为
Wernicke脑病。帮王大爷确
诊并找到了病因后主管医
生杨晨栋和陈家权医生为
王大爷制定了治疗方案，
病情很快得到改善，看人

重影和走路共济运动障碍
已经明显好转，现在他不
需要别人帮助，自己就能
独自出门了。

王大爷刚住院时交流
不是很顺畅，吐字不清，有
时老伴回家不在身边，护
士长罗晓春特意嘱咐护士
一定要注意王大爷下床活
动时的行走安全，这让他
的家人无比感动。

日前，王大爷已经顺
利办完了出院手续，准备
回家休养，临走之前他特
意送来一面锦旗表达感激
之情。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迷恋电子产品，久坐不运动，竟导致椎间盘突出，男子因此抬不起脚，生活大受影响。弯下腰就骨折了，不少老年人深深受其害。专家
称，这两类疾病，勤运动注意调节生活方式是预防的关键。

女子长“骨刺”多年腿疼得不能走路
专家称老年人应注意休息，防止过劳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孙淑玉) 六十多岁孙大妈
因双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行走不便十余年，日前，在
解放军第107医院进行关节
外科右侧全膝关节置换术
后，孙大妈两条膝关节彻
底告别病痛折磨，终于等
到了迟来的晚年幸福。

建国前出生的孙大妈
性格比较好强，是典型的能
吃苦耐劳的人，为了家庭与
儿女，操劳半生。待儿女任
务完成后，老人理应愉快地
安享晚年，但因常年的重体
力劳动，造成双侧的膝关节
过度损耗。双侧膝关节逐渐
出现负重痛、行走困难，近

年来更是发现膝关节畸形、
行走不能。

为解决痛苦，到当地
医院就诊，进行X线片检查
可见双侧膝关节间隙明显
变窄，髁间嵴边缘及髌骨
下极骨刺形成。被医生诊
断为双膝骨性关节炎 (重
度)，符合关节置换指征。

对从未住过院的老人
来说，手术令她犯怵，犹豫
不决。经多方打听后，孙大
妈慕名来到解放军第1 0 7
医院。关节外科潘风雨主
任医师接诊孙大妈后，经
过仔细查体及X线片并了
解其顾虑后，通过耐心细
致地讲解，孙大妈终于下

定决心，并于2017年4月及
2017年9月在关节外科分
别行左侧、右侧全膝关节
置换术。术中潘风雨主任
将膝关节磨损的骨表面去
掉，安装上一套合金的假
体后，孙大妈彻底告别了
膝关节的疼痛，家里人脸
上也挂满了幸福和满意的
笑容。

据解放军第1 0 7医院
关节外科潘风雨主任医师
介绍，人过中年 (约4 5岁 )
之后，身体机能开始逐渐
减退，膝关节老化程度会
逐渐增加，关节软骨弹性
减小，磨损、变薄，加之平
时膝部的活动过少、血液

循环较差、受寒受潮以及
体型肥胖等因素，造成膝
关节特别容易受损。

潘主任建议，应及时
休息，防止过劳，少负重，
常活动。另外要避免对膝
关节磨损较大的运动，避
免跌打扭伤；要注意保暖，
避免受寒冷、潮湿的刺激；
身体过于肥胖者应减轻体
重，必要时可选择使用拐
杖帮助分担双膝负重。可
以口服增强软骨的药物，
如氨基葡萄糖等，发现膝
关节疼痛不适等问题应及
时到正规医院寻求专科医
生帮助，尽早摆脱膝关节
病痛的困扰。

迷恋电子产品
男子“坐”出椎间盘突出

长期迷恋电子产品，又不
爱运动，不注意良好的生活习
惯，男子先是腰疼，后逐渐加
重，半个月后根本抬不起脚，到
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患了腰椎间
盘突出。急需手术。

31岁的宋先生近来总觉得
腰疼，一开始只是偶尔疼，躺着
就能缓解，一个月后情况加重，
上厕所会觉得腿部麻疼，又过
了半个月他疼得干脆抬不起
脚，只能请假在家休养。

后在家人的陪伴下，宋先
生来到医院就诊，经过一系列
检查最终被确诊为椎间盘突
出。毓璜顶医院脊柱外科副主
任吕宏琳和他的团队为其进行
椎间孔镜下的髓核摘除术，手
术顺利完成，术后2天宋先生就
可以下地活动了。

吕宏琳介绍说，椎间盘突
出是纤维环破裂后髓核突出压
迫神经根造成以腰腿痛为主要
表现的疾病，40-50岁为高发群
体，但近年有年轻化的趋势。

如何预防椎间盘突出？吕
主任提倡市民应多运动，多采

用走路、游泳等强度适中的运
动方式来加强腰背肌训练，增
加脊柱的内在稳定性。

“一定要注意运动的方式
和强度，以免带来不必要的伤
害。”吕主任告诉记者，曾有一
名13岁男孩因运动强度过大，
导致椎间盘突出并严重钙化而
卧床不起，影响了正常的学习
和生活，手术结束才重返校园。

打个喷嚏也能骨折
骨质疏松骨折不能忽视

早起穿衣、打喷嚏都能引
起骨折，肚子痛、腹胀也可能是
腰椎骨折的表现，在步入老龄
社会的今天，吕主任提醒市民
小心骨质疏松性骨折。

77岁的陈女士因肚子疼、
腹胀、恶心、呕吐等到毓璜顶医
院消化内科接受治疗，但详细
的检查过后却被告知是腰椎骨
折在作祟。吕宏琳和他的团队
为其进行椎体成形术后，术后
两天陈女士就下地活动了。

“哪怕弯一下腰或是一个小
小的喷嚏，都可能发生腰背部的
椎体骨折。”吕宏琳主任告诉记
者，老年性骨质疏松被称为“无
声的流行病”，伴随着年老，骨质

疏松会逐渐发生，骨密度会逐步
下降，正常的脊柱椎体骨骼就会
变成蜂窝状，腰背部的骨骼不再
能承担上身的体重导致骨折。老
年人骨折后长期卧床常发生如
肺部感染、褥疮等各种并发症，
极大的影响生活质量。

“预防骨质疏松是终生的，
中老年人也应根据自身的具体
情况，选择适当的锻炼。”吕主
任称，锻炼之外，也应多晒太
阳，多吃富含钙的食物。

此外，女性绝经期由于雌
性激素的缺乏和甲状旁腺激素

的骨破坏增加，导致骨密度的
降低。因此女性绝经期和绝经
后期的骨密度降低，也是骨质
疏松的“青睐群体”。吕主任建
议，绝经期前后女性应道正规
医院检查，在医生指导下根据
个体情况进行骨质疏松治疗。

吕宏琳(右二)和同事讨论患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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