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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肝癌是一种常见癌

症， 其年死亡率仅次于胃癌和肺

癌。 临床上发现许多肝癌患者都有

乙肝———肝硬化———肝癌的病史，

并将这个过程称之为 “肝癌三部

曲” 。

7 月 17 日 （下周二）14 时至

15时，在“世界肝炎日”到来之际，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肝病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军将值守本

报“专家坐诊”健康热线，就“肝癌

三步曲” 的预防和治疗与患者、市

民进行互动交流。

通过临床上的研究，可以发现

肝炎和肝癌之间关系密切。 在我国

对肝癌的研究中还注意到，肝癌高

发区人群中肝炎比例较高，肝癌患

者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者显

著高于表面抗原阴性者。

但是，“三步曲” 并不是每一

个乙肝患者的必经之路。 王军副主

任表示，只有很小部分的乙肝患者

会发生肝硬化、肝癌，但患者都应

通过积极治疗，打破“三步曲” 的

链条，阻止下一步情况的发生。 在

打破链条的过程中， 及早发现病

情，在乙肝阶段就做好治疗是一个

极为关键的步骤。

在不同阶段，如何打破“三步

曲”链条？ 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预防肝癌？ 7 月 17 日 （下周

二）14 时至 15 时， 市民可拨打电

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市民未能拨进热线电话，也

可关注“贵阳晚报黔生活”（gyw-

bysh）微信公众号后，把欲咨询的

问题进行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给

专家，并在贵阳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相

关解答内容。

（本报记者

李慧超）

下周二，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肝病科专家将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得了乙肝 会发展成肝癌吗

届时，读者可拨打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或关注“贵阳晚报黔生活”微信公众号后提问

7月 4日至 7 日， 省卫生计生

技术巡回培训暨省医院生殖医学

与遗传学专科联盟遵义地区健康

行活动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举

行。 这次活动由贵州省人口计生干

部培训中心主办， 贵州省人民医

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贵

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协办。

据悉，为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

平，实现分级诊疗健康策略，实现

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省人口

计生干部培训中心充分发挥平台

作用，引导整合省内三甲医院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 通过整合利用各方

资源， 协作建立网络服务平台，将

短期培训与长期服务、集中授课与

定期远程会诊， 定点医院查房、定

期专题讲座等方式相结合，依托省

医等省内大型医疗机构，通过建立

专科联盟的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水平，助力全省脱贫攻坚。

省人口计生干部培训中心吴

忠红主任介绍，全省优秀医疗资源

下沉到基层为广大群众服务，还应

致力于为全省基层培养更多的卫

生人才，才能更好解决群众看病难

问题。

省医生殖医学科谭宗建主任

介绍，建立“贵州省人民医院生殖

医学与遗传学专科联盟” 的目的

是，通过人才培养、教学查房、转诊

会诊、科研协作、资源共享等形式

推动具体帮扶工作的实施，形成统

一的技术标准诊疗规范、服务管理

等，将联盟性质逐步从松散型组织

过渡到紧密型合作，使联盟内不孕

专科医疗水平同质化。 同时整合资

源，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搭建

医院与医院之间、医院与患者之间

的无缝沟通与交流，为广大患者提

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

活动还举行了“贵州省人民医

院生殖医学与遗传学专科联盟成

员单位” 授牌仪式，此次遵义市加

盟专科联盟的县级医院达 10家。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省医、贵州

医科大附属医院、 省妇幼保健院、

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技术

指导所、遵义

市第一人民医

院的多位专家，

还有来自湖南省

儿童医院、中南大学湘

雅二院的专家和学者。 大家围绕不

孕不育规范化诊治、常见妇科疾病

的诊断与治疗、 围产保健管理、优

生遗传咨询与出生缺陷等议题进

行学术交流， 同时还就复发性流

产、异常子宫出血、地中海贫血、高

龄二孩生育等展开病案讨论。

来自遵义市的 100 余名妇产

科医务工作者参加了培训交流。

本报记者 李江

优秀医疗资源下沉 解决基层看病难题

省卫生计生技术巡回培训暨省医生殖医学与遗传学专科联盟在遵义授牌

很多病人问我：膝盖总是在

弯曲时发出一声脆响， 不疼也没

有不舒服，膝盖是不是出问题了？

膝关节的生理性弹响是由于

关节腔内的气体震动造成的，通

常生理性弹响要满足这几个条

件：

1.响声清脆、单一、不重复；

2.仅发生在关节受到突然牵拉或

屈折时；3. 两次弹响之间关节必

须有一定时间的休息期；4. 伴有

轻微疼痛或不适感， 弹响后常有

轻松感。

当感觉自己的膝关节弹响不

属于上面的情况时， 那么膝关节

可能发生病理变化， 可能是半月

板损伤、盘状半月板、骨关节炎、

滑膜皱襞综合征等原因。

年轻人膝盖响多是髌骨关节

的问题。 一般这类病人都会有着

膝关节内翻或外翻的情况。

半月板损伤是引发声响的常

见原因。 位于胫股关节内侧或外

侧间隙，声音清脆，发生频率高，

常伴关节绞锁（卡住、疼痛）。

较轻的半月板损伤并无痛

感，走路甚至慢跑都不受影响，易

被忽视，长期不诊治，容易造成关

节软骨损伤， 最终可能导致骨性

关节炎， 甚至到膝关节置换的地

步。 因此，半月板的轻微伤应尽早

处理。

关节活动幅度过大时， 韧带

拉长后再恢复时会发出闷响，通

常两侧都会发生， 容易出现于瘦

弱人群。

膝关节弹响还有很多其他原

因，比如盘状半月板、滑膜皱襞综

合征骨关节炎、关节游离体、交叉

韧带陈旧性损伤、关节液不足等。

当您出现这样的情况时， 又不好

判断是哪一种原因造成的， 建议

尽早到医院就诊。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

主治中医师 康俊峰

膝关节响 是不是有问题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治未病科陈瑞芳主任医师

表示，苦瓜有清暑热、驱心火、

解毒的作用。 苦瓜对夏天容易

长疮、痔、热痱、青春痘等症状，

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但

脾胃虚寒体质的人不宜多吃。

可通过特殊的烹调方法， 让更

多的人能享用到苦瓜。

具体方法： 先将苦瓜切成

块状，待水烧开后放入锅里，煮

开后将水倒掉， 氽过水的苦瓜

其寒性减了一半。 再将油锅加

热，放蒜头，将苦瓜倒入热锅里

爆炒，一直爆炒至苦瓜变软，此

时苦瓜的寒性大减， 再与排骨

或肉一起焖煮。

苦瓜黄豆排骨汤

材料：苦瓜 2 条、排骨 500

克、黄豆 50克、盐适量。

做法：黄豆提前泡一晚。 在

锅内倒入清水，放入所有材料，

大火煮开后小火煮一个半小

时，加盐调味即可。

功效：此汤口感好，味香，

开胃消食，而且还有清热消暑、

凉血解毒的作用。 陈辉 张秋霞

苦瓜排骨汤

清热解暑

近日，49 岁的阿良因腰腿部

难受、 下半身行动不便就诊，检

查发现其第三根胸骨和第四根

胸骨之间的一条神经长出了良

性神经鞘瘤， 且压迫到了脊髓，

导致他濒临瘫痪。 手术后，阿良

的身体很快恢复。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谭国伟说，很多疾病

疼痛的位置不一定是病变的位

置。 因此，如果出现腰背、神经疼

痛、 双下肢麻木或者疼痛时，要

警惕是神经系统出问题。

神经鞘瘤可能出现在全身

有神经的地方，恶性神经鞘瘤分

化速度快，易复发，而有些良性

神经鞘瘤也容易复发。 因此即使

进行过手术， 也不能掉以轻心，

要定期复查。 据 《厦门晚报》

体态不仅反映人的精神面

貌，也跟健康息息相关。莫名其

妙的胸闷呼吸痛，原来不是

心脏病， 只因 “坐没坐

相” ； 肠胃总是不舒服，

原 来 跟 颈 椎 病 相 关

……不良体态最容易

引起颈椎病、胸椎小

关 节 紊 乱 、 腰

痛、腰椎间盘

突出及膝关

节炎、肩周

炎等，然而

这些不良

体态引起

的身体慢性

疼痛和相关

症状很容易被

忽视。

预防体态病，要注意这些体

态习惯：“葛优躺”导致胸椎小关

节紊乱；长时间穿高跟鞋会引起

骨盆前倾， 引起很多女性疾病。

另外，久坐令腰椎所承受的压力

巨大，对已有脊椎疾病的患者，医

生会建议 “能躺不站， 能站不

坐” ； 久坐也令髋关节的活动受

影响。

预防和缓解不良体态引起的

疼痛十分简单，那就是保持同一

姿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至 45 分

钟。平时还要注意端正坐姿站姿。

在疼痛缓解的状态下，可适当加

强运动锻炼，比如游泳。

解放军广州总医院 157 分

院疼痛科主任 张绍杰

两种“体态病”易被误诊

双脚不能走路

问题竟在胸部

适当的午睡有利血压平稳，

但是不适度会对控压不利。 午睡

时，心跳速率和血压与活动的时

候相比会相对降低， 醒来后，心

跳速率和血压又开始提升。

一般来说，午睡半小时效果

最好，午睡时间过长，人会进入

深睡眠状态。 有些人感觉突然醒

来后，大脑会出现一过性供血不

足，人感觉比较难受。 午睡过长

还会影响夜间正常睡眠，扰乱了

正常生物节律。 尤其是午睡后经

常性出现“红眼” 症状的朋友，

排除“红眼病” 的可能性之后，

要警惕高血压诱发的眼部病变

出血。

午睡后一觉睡醒眼睛变红，

如能自然消退是正常的，但如果

眼红一直持续，并且伴有红肿则

不正常。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

人，一旦出现这种症状，需要及

时到医院检查，对症治疗，切忌

马虎大意。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心

内科主任医师 张明

午睡后眼红

警惕高血压

营养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