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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明区龙洞堡多彩贵州城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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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专家解答

读者：我 74 岁，由于膝关节老

化，一走路脚就会痛，特别是变天的

时候疼痛感就特别明显， 且双膝关

节已出现变形，请问我该怎么办？

专家李贵山： 从所述的情况看

来，您的关节炎已发展到晚期，如果只

通过普通的药物治疗已很难再起到

疗效，建议进行膝关节置换术治疗。

如果不愿接受手术， 那一定要

坚持适量运动。 如膝关节疼痛感不

强时可在平路上进行散步等活动；

痛疼感强烈时可选择卧床， 或坐在

凳子上做屈伸膝部关节的活动。 如

此可避免关节活动功能降低， 及骨

质疏松的出现。

在日常生活中， 可适当多食用

五谷杂粮和坚果，注意日常补钙。

关节炎病人

要适量运动

A

B

长期膝关节痛

应先排除风湿

读者：我 30岁，平时上楼、或变

天时膝盖都会痛，跑步更是不敢跑。

专家李贵山：30 至 40 岁是风

湿和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的高发年

龄。 如长期膝关节疼痛不能立即将

其归因于膝关节炎， 也有可能是风

湿类疾病。 建议此类患者应尽早到

医院明确诊断，以免延误病情。

患有痛风

增加疼痛性关节炎几率

C

读者：我有痛风，会不会发展成

痛风性关节炎？

专家李贵山：可以肯定，一旦被

诊断患有痛风， 那患疼痛性关节炎

的几率就会成倍增加。原因在于，疼

痛患者体内往往会存在疼痛结石，

而这些结石会附着在如关节囊、关

节软骨、韧带、肌腱等结缔组织上，

日积月累就会诱发疼痛性关节炎。

建议此类患者在平时要避免吃

高嘌呤的食物， 同时多饮水、 多运

动，控制好尿酸。只有从源头上阻断

痛风结石的形成， 才能尽可能延缓

关节炎炎症的发展。

贵州华夏骨科医院关节外科专家值守本报“健康热线”时表示：

本报讯 12 月 4 日 14 时至 15

时， 贵州华夏骨科医院关节外科副主

任医师李贵山，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针对如何防治关节炎的话

题与广大读者交流。 “ZAKER” 贵阳

对此次热线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我双膝关节已变形该咋办？ ” 、

“膝关节疼痛就一定是膝关节炎

吗？” 、“我有痛风，会不会发展成痛风

性关节炎？ ” ……现场热线刚一开通，

便陆续接到不少患者来电咨询有关如

何防治关节炎的相关问题， 对此专家

李贵山均逐一进行了解答。

李贵山表示， 关节炎作为最常见的

慢性关节疾病之一，常以关节的红、肿、

热、痛，以及关节功能障碍、畸形等困扰

着广大患者。而诱发该病的原因也较多，

如年龄、肥胖、内分泌异常、代谢异常及

膝关节中韧带和半月板损伤等。

而相对我国其他内陆和沿海地

区， 贵州本地关节炎的发病率相对偏

高。原因除了上述因素，贵州当地湿度

较大的气候、特殊的山地地理环境，以

及喜好吃辛辣、 饮酒等不良的饮食习

惯，都从多方面加剧了关节炎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患者由于缺

乏科学应对关节炎的方式方法， 为此

在遭遇此类疾病侵袭时， 往往抱着

“遇痛即止” 的态度，随即自行选用一

些止痛药来止痛。殊不知，自身健康就

是被这些不经意间的举动所侵蚀。

对此，李贵山表示，可以肯定，滥

用止痛药虽能暂时起到止痛效果，但

并不能彻底根除关节炎，如长期反复，

不仅容易引起严重的胃肠道不良反

应，而且还会对人体的心血管系统、肝

肾功能造成损害， 甚至部分患者还会

因此造成依赖成瘾的现象。为此，应对

关节炎疼痛，是不能自行服药了之的。

李贵山强调，若出现关节疼痛，应

尽早到医院明确诊断。 如此才能通过

系统检查及结合医生的诊断， 来判断

导致关节疼痛是受寒受凉、外伤刺激，

还是内在因素出了问题。 即便是需要

接受药物治疗， 也应在专业医生的指

导下，根据疼痛程度、规律按时给予止

痛药，以免滥用止痛药而适得其反。

遭遇膝关节炎困扰多年

两位患者前来寻医求助

65 岁的蒋先生膝关节炎已有 10

余年，而 64 岁的张女士，则时常被双

膝疼痛困扰。 在得知本期健康热线活

动后，两人不约而同赶赴活动现场，共

同向专家现场寻医取经。

蒋先生告诉记者，10 年前， 他就

患上了膝关节炎， 期间试过各种药物

治疗，但效果均不明显。 直至今年，病

情越发严重，特别是左侧膝关节，不仅

僵硬，而且疼痛难忍，无奈之下，蒋先

生只得自行购买止痛药来止痛。

而 64 岁的张女士，也是双膝关节

疼痛了近 8 年，由于疼痛感并不强烈，

为此并未接受系统检查， 至今还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所致。

在了解两人的病症后，专家李贵山

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于蒋先生来

说， 其病情应该已经发展到关节炎晚

期，如果只是单纯依靠药物治疗，恐怕

难以根除病患。 为此建议，蒋先生应尽

早到医院做膝关节的核磁共振，明确病

因后，再考虑是否接受手术治疗。

而对于张女士来说， 相对蒋先生

的病情较轻，建议可从日常生活入手，

如在如厕期间，尽量避免选择蹲便，而

应选择坐便， 如此可减轻身体对膝关

节的负担。同时，也应尽量少做一些如

上下楼梯、 爬上等高负重的运动。 此

外，也应尽早到医院明确病情，看是否

存在膝关节炎， 如存在则应尽早在医

生的指导下，接受相应的治疗，以此延

缓病情发展。

得到专家的回复后， 蒋先生和张

女士两人很是开心， 并对此向专家和

本报表示了感谢。

自查关节炎

可遵循五个点

李贵山说，一些患者认为，关节

炎是老年病，年龄到了肯定会患病。

正是在这样的惯性思维下， 很多人

从年轻时便忽视了对关节炎的预

防。

殊不知， 现如今随着生活方式

的改变， 关节炎已不再是老年人的

专利。 一些不爱运动的“上班族” 、

长期用电脑的“拇指族” ，以及为了

漂亮而不顾身体保暖的“爱美族” ，

已渐渐成为了关节炎的侵袭对象。

与此同时，由于引不起重视，为

此当不少关节炎患者在察觉关节炎

所带来的问题时， 病情已从初期发

展到中晚期。

那要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关节

炎呢？ 对此李贵山表示，可通过以下

五点来判断，即看关节是否有发红、

肿胀、发热、疼痛以及出现功能障碍

的症状。

红， 主要针对的是急性感染关

节炎会出现关节红肿；肿，关节炎常

见症状；热，由于关节上的血流比较

少，为此相对人体其他部位来说，正

常的关节摸起来多是凉的。 期间若

出现发热，甚至发烫，那就很可能存

在关节炎症的情况。 痛，关节炎的主

要表现；功能障碍，关节炎发作会出

现疼痛及炎症， 进而引起关节组织

周围水肿，导致关节活动受阻，为此

患有关节炎的患者， 关节往往会出

现功能障碍。

若存在上述的情况， 应尽早到

医院明确诊断，以免延误病情。

关节炎如何治疗

需视情况而定

李贵山表示，就目前来说，关节

炎作为慢性关节疾病之一， 与多数

慢性疾病一样，应遵循“早预防、早

诊断、早治疗” 的治疗方针，如此才

能防止致残。

然而， 一些患者在得知自己患

上关节炎后，一方面为图省事，另一

方面为了减少痛苦， 也不管病情如

何，就向医生寻求如何保守治疗。 有

的患者甚至达到了手术指标， 也强

烈要求进行保守治疗。

对此李贵山进一步表示说，保

守治疗固然有它的优势所在， 但要

科学应对一种疾病，给患者带来最合

适的治疗效果，就不能一概而论。 应

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选择最合适的

治疗方法。

在此以膝关节炎为例，如对于病

情较轻的早期患者，即出现膝关节疼

痛，虽上下楼梯时疼痛感加重，但平

路时疼痛感却可减轻，此时是可采用

物理治疗、药物及注射关节液等保守

治疗来处理的。 然而，对于一些通过

改变生活方式、药物治疗均收效甚微

的患者来说，就应考虑如膝关节镜治

疗等手术方法来应对。

而若疾病发展到晚期，关节存在

持续疼痛、变形，甚至 X 片见到关节

间隙已经消失，不能行走，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时， 则需考虑膝关节置换

术。期间，如果是累及单间室关节，可

以采用单髁置换手术，如果是累及全

关节，则可以考虑做全膝关节表面置

换手术，通过去除病变的软骨、安装

人工关节替代软骨，从而达到缓解疼

痛、矫正畸形、改善关节活动度的目

的。

关节炎患者

也需动一动

有人认为既然患了关节炎，就应

该少运动， 如此可减轻病情的发展，

然而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对此李贵

山解释说，如果抱着“投鼠忌器” 的

态度，长期不运动，不仅会造成骨质

疏松，导致钙的丢失，而且还会导致

关节炎患者的关节活动度越来越差。

为此， 适度的运动不仅不会加重病

情，相反还会有助于关节活动度的恢

复。

以膝关节炎为例，如步行、游泳、

骑单车，对于此类关节炎患者来说都

是较好的运动方式，与之相对，应尽

量减少如爬山、爬楼梯等给关节增加

负重的登高运动。

同理， 针对膝关节炎患者来说，

不管是预防，还是缓解病情，都应该

注意控制体重， 因为身体过重或肥

胖，都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同时，在

日常生活中，还应该尽量少扛、少背、

少提重物。

此外，在如厕期间，要尽量选择

马桶，减少“蹲”和“跪” 等给膝关节

负重的姿势。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还应注意

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受凉、潮湿等。

李贵山 贵州华夏骨科医

院副主任医师、关节外科专家。

原解放军第 91 医院骨科主任，

从事骨科临床、教学、科研近 20

年， 曾在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

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修和

学习。

先后在国家级、 省级杂志上

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获专利 1

项，创建科普杂志 1份，是中国矫

形器与肢体功能重建学组委员、

贵州省康复医学会创伤与修复专

业委员会常委、 河南省医师协会

关节外科委员、 济南军区关节镜

学组常务委员、 济南军区骨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 焦作市骨矿物盐

学会副主任委员、 焦作市关节外

科委员等。

擅长关节、 脊柱、 创伤的治

疗，完成髋、膝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1000 余例，尤其对股骨头坏死的

“保股骨头”治疗有独到见解，并

熟练开展伊利扎罗夫技术治疗慢

性骨髓炎。

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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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关节炎疼痛 慎用止痛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