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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森林

骨质增生患者 要不要补钙

明天， 四医骨科专家将值守本报 “健康热线” ，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与专家交流；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报名电话：15885017798

有问有答

本报讯 明日 14 时至 15

时，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贵阳

市骨科医院） 大外科主任兼骨

关节科、创伤骨科主任，三级主

任医师赵滨，将值守本报“专家

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防治

骨质增生的话题，与广大读者进

行交流。

赵滨主任表示，骨质增生在

医学上称之为骨性关节炎或骨

关节炎， 属于一种慢性关节疾

病。世界卫生组织便将其列为威

胁人类健康的 “三大杀手” 之

一。由于其具有较高的发病和致

残率，为此又被称为“下半生疾

病” 。 目前我国骨质增生的患者

一直呈上升趋势， 我省也不例

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病症

不会直接危害人的生命，但随着

病情的发展，该病症所造成的功

能性障碍， 会给患者的工作、生

活带来诸多不便。

有人说骨质增生是缺钙的

表现，那要不要补钙？ 诱发骨质

增生的高危因素都有哪些？肥胖

会加速骨质增生的形成吗？得了

骨质增生要如何治疗？日常生活

中，如何预防骨质增生？ 针对此

类问题， 明日 14 时至 15 时，读

者可拨打热线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

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

bysh）微信公众号后，将欲咨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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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本报将招募两名患

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流，

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电

话：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湖南的苏爷爷年过八旬，虽

白发苍苍， 但身体一直也算硬

朗。 然而，半年前苏爷爷突然消

瘦了，皮肤、眼睛也变黄了，这不

得不让人心生疑惑。在当地医院

反复多次诊疗无效后， 他来到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被确

诊为 IgG4（免疫球蛋白 G4）相

关性硬化性胆管炎，经治疗后终

于康复出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消化内科王凌云教授介绍，老人

一个月前曾经感冒，且有服用某

种退热药，于是考虑是否药物相

关性肝损伤或者是病毒性肝炎，

但考虑到苏爷爷年纪偏大且有

明显消瘦，还是得重点考虑胆胰

肿瘤可能。 随后，王凌云安排苏

爷爷入院做进一步检查，苏爷爷

的十二指肠乳头长出结节，胆总

管胰腺段管壁增厚且明显强化，

因此考虑 IgG4 相关性硬化性胆

管炎可能性大。

在为苏爷爷实施激素等药

物治疗约 1 个月后，苏爷爷黄疸

全部消退，胃口也改善不少。

王凌云表示，IgG4 相关性

硬化性（IgG4-SC）是一种自身

免疫性疾病， 主要发病年龄为

60-70 岁， 多见于老年男性患

者， 典型表现为梗阻性黄疸，早

期常伴有腹痛不适、 脂肪泻、体

重下降等，容易被误诊为胆胰肿

瘤而进行手术治疗。家中老人如

果出现以上表现， 需引起警觉，

及早就医。 据《广州日报》

突然面黄消瘦 警惕免疫性胆管病

45 岁的陈女士三年前跌倒

摔伤，出现尾骨疼痛，刚开始并

未在意，以为过一段时间就会不

痛，随着时间推移，症状并未减

轻， 办公坐的时间长点疼痛，开

会更是发愁，甚至连开车半小时

也感到疼痛。 她到医院骨科就

诊， 拍 X 线片骨质未见异常，最

终诊断为：尾骨痛。

尾骨痛临床多见，常见由外

伤或产伤因素引起。外伤原因包

括跌倒后尾骨着地致尾椎骨折

和脱位，由于骶尾部位附近有长

强穴，是督脉的络穴，若该处骨

折脱位，可损伤经脉，严重者可

形成顽固性尾骨痛。产伤因素可

引起骶尾关节及骶尾韧带扭伤、

骶尾关节半脱位，当坐的时间长

些就会产生骶尾关节痛；除此还

有些是其他区域病变反射而引

起的疼痛， 如腰骶关节劳损、第

5 腰椎不稳定、 骶骨脂肪瘤等。

另外，也有些患者属于查不出疼

痛原因的尾椎神经痛。

此病尾部疼痛是主要症状，

尤以坐硬椅凳、硬床、咳嗽或排

便等疼痛更为明显。尾骨痛虽然

令人烦恼，但到正规医院查明原

因，可及时治愈。

预防尾骨痛，一是要注重保

护尾椎， 日常防止摔倒跌伤，如

雨雪天、下楼、穿高跟鞋、下台阶

等要防止臀部着地摔伤；二是适

度参加健身运动，尽量避免长时

间久坐，防止造成骶尾椎关节及

韧带充血水肿劳损；三是避免精

神紧张、焦虑、便秘、睡眠等不良

诱发因素；四是有慢性腰骶椎疾

患时， 应及时就医诊治相关疾

患；五是莫贪凉，坐卧须防骶尾

部受到风寒湿邪侵袭。

郭仲华

摔伤没在意 尾骨痛几年

常有人问“医生，我肝功能正常，怎

么还会得癌症呢?” 肝功能正常，仅仅代

表抽血时肝脏细胞没有发生炎症，没有

出现坏死， 但是有可能肝脏已经硬化

了， 又或者肝脏以前曾经有过炎症，但

抽血时炎症已经停止了。

而在肝癌早期或中期，只有癌细胞

周围的肝组织会受到压迫或侵犯，转氨

酶也可能只是出现轻度升高，甚至还可

能是正常的，所以，在临床上或者门诊

过程中医生会反复地跟患者说，对于检

验单，应该将各个方面指标综合起来分

析。 就像乙肝，是肝癌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乙肝患者的肝功能大多数是正常的。

乙肝病毒潜伏期长，携带者检查肝功能

指标， 如果本身肝脏处于免疫耐受期，

肝脏的基础条件较好，没有显著的肝脏

损伤， 肝功能检测结果显示即为正常，

但不能发现肝本身已有病毒感染的炎

症迹象。

肝功能相关指标只是肝脏损伤的

“结果” ， 并不能反映造成肝脏损伤的

“原因” 。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

科 陈平

肝功能正常

也可能得肝癌

健康吃薯

试试三种方法

薯类食物有诸多功效，

日常饮食中应增加摄入，但

是注意“吃法” ， 健康很重

要。

1.薯类主食化：马铃薯

和红薯经蒸、 煮或烤后可直

接当成主食食用， 也可以切

块放入大米中经烹煮后同

食。

2.薯类当菜肴：我国居

民家常菜中有多种土豆菜

肴， 炒土豆丝是烹制薯类常

用的方法。 薯类还可与蔬菜

或肉类搭配烹调， 如土豆炖

牛肉、山药炖排骨、山药炒三

鲜、芋头蒸排骨等。

3.薯类当零食：生或熟

的红薯干及其他非油炸的薯

类零食制品，但还是要强调：

不宜多吃油炸薯条和薯片。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

教授 马冠生

很多人常年独自一人吃饭，有人因

此患上胃病。 独自一人吃饭，或在吃饭

同时看报、想心事，就容易产生烦恼、焦

虑、气愤等各种情绪，从而影响胃肠消

化功能的运转。 尤其当一个人情绪紧张

时，胃肠的血管会加剧收缩，阻碍其活

动，并抑制消化液的分泌，从而为胃病

埋下隐患。

建议独居人士应偶尔找机会和好

友同事邻居一起吃顿饭，还应经常和家

人聚会进餐，如果是单身，则建议一边

吃饭一边听欢快的音乐。 李仲文

一个人吃饭

日久易伤胃

有此一说

天气转冷， 羊肉大量出现在

餐桌上。不过提醒大家，羊肉好吃

又滋补，也要适可而止。

63 岁的王大爷家住武汉汉

口， 三年前查出肝硬化顽固性腹

水，长期服用利尿药物维持病情，

但体形逐渐消瘦， 并不时出现乏

力头晕等不适症状。冬天到了，王

大爷的家属认为他长期患病，年

老体虚，加上天气寒冷，需要加强

食补，于是找来一份补身秘方：花

椒炒羊肉。 王大爷连吃了三天羊

肉之后，总感觉口干，全身燥热，

后来竟突然吐血， 家属立即将他

送到湖北省中山医院急救。

入院后，王大爷意识丧失，血

压微弱， 面色苍白， 出现重度贫

血，如再拖延则有生命危险。

无独有偶，66 岁的刘婆婆因

肝病住院身体有点虚， 家人买了

啤酒炖的当归羊肉汤为她滋补身

体。不料连喝两天羊肉汤后，刘婆

婆全身泛起红疹，双手发红裂皮，

好在医生立即叫停了。

“像王大爷、刘婆婆这样的

肝病患者属于阴虚火旺， 而羊肉

甘温大热， 吃下后容易导致出

血。 ” 湖北省中山医院中西医结

合肝病科副主任刘黎明说， 从中

医角度来看，羊肉性热，可以补体

虚、祛寒冷、温补气血、开胃健脾，

但是对于阴虚火旺的患者来说，

吃羊肉如同火上浇油， 不但令病

情加重，甚至还会出现“迫血妄

行” 导致吐血，所以阴虚火旺体

质的市民不能吃羊肉。

那么羊肉怎么吃更健康呢？

1.选新鲜羊肉，不新鲜肉类

很容易繁殖细菌，还会产生毒素。

2.为了尽可能保留营养并减

少加工过程中有害物质的生成，

推荐多用蒸、煮、炖等方式。

3. 涮羊肉时间不宜太短，要

用高温杀死肉片中可能存在的细

菌和寄生虫卵。

4.羊杂汤胆固醇和嘌呤含量

很高，对于高尿酸、高血脂以及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建议食用，健

康人群也不建议经常大量食用。

5.羊肉虽然好吃，但是也是

一种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最好

控制在 200克以内。

6.痛风、尿毒症患者不适宜

吃羊肉。

7.感冒时不适宜吃羊肉。

8.肝病等慢性疾病患者以及

口舌糜烂、咽喉、牙龈肿痛等表现

为热症的患者都不适合吃羊肉，

高血压、 肝阳旺盛的市民也不宜

多吃羊肉。 据《楚天都市报》

吃羊肉进补 补到吐血进医院

医生：阴虚火旺者，不宜吃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