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此一说

热线预告

明天， 贵州华夏骨科医院专家将值守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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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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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医学期刊美国《骨科与

运动物理治疗杂志》 刊文指出：“健

身跑的人们关节炎发生率仅 3.5%，而

选择静息生活方式、 久坐不动人群的

关节炎发生率却为 10.2%，竞技跑步者

的关节炎发生率为 13.3%，” 也就是

说，久坐比跑步更伤膝。

久坐为什么更伤膝盖？

久坐，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良，

代谢减慢，关节腔滑液分泌减少，增加

下肢关节损伤的风险， 并且膝盖和髋

部的关节炎风险将提高。时间长了，膝

盖自然就不“灵活”了。久坐的危害甚

至大过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烟瘾对

健康的危害。 久坐可能会让你全身都

受伤。

久坐 7 大危害

久坐伤脑，致老年痴呆 肌肉活动

可以帮助新鲜血液泵至大脑， 促进大

脑释放各类增强大脑及提高情绪的化

学物质。 当我们久坐时， 什么都变慢

了，包括脑功能。

久坐诱发糖尿病 英国莱斯特大

学的研究人员分析认为，因久坐缺乏锻

炼，脂肪堆积在下腹部和腰背部，导致

向心性肥胖，从而出现代谢异常，诱发

糖尿病。

久坐易发痔疮 长时间保持坐姿，

腹部血流速度会减慢，下肢静脉血不能

回流，血液循环受到阻碍。 在这种情况

下，直肠静脉丛容易发生曲张，导致血

液淤积，最终形成一个静脉团，即痔疮。

久坐增加癌症风险 德国研究人

员发现久坐与结肠癌、 乳腺癌及子宫

内膜癌的患病风险增高有关。 因为人

体中免疫细胞的数量随着活动量的增

加而提升， 久坐不动会使人体缺少足

够的免疫细胞。

久坐伤命，导致肺栓塞 肺栓塞的

发生多由于腿部的深静脉血栓形成，

在急性期， 血栓随时有脱落并堵塞肺

部血管的致命危险。 久坐让腿部长时

间静止，血液会停滞并集结成块状。如

久坐后的突然站立， 使腿部的血块一

路向上，塞住了肺的大血管，导致大面

积肺组织的坏死，可致命。

久坐伤心，心脏机能衰退 久坐不

动会导致血液循环减缓， 会使心脏

机能衰退，引起心肌萎缩。对于

患有动脉硬化等症的中老

年人， 久坐血液循环迟

缓， 还会诱发心肌梗

塞和脑血栓。

久坐伤血管，致下

肢血栓

久坐不动，

腿部的肌肉收

缩减少，下肢血

流速度减慢，因

而增加血栓发

生的几率。 特别

中老年血脂高，

血液粘稠度高，长

时间静坐是潜在的

可怕危险因素。 不仅

如此，久坐还会导致腰

椎间盘损伤、 食欲不振、

头昏眼花等问题， 可谓是危

害多多。 据《成都商报》

久坐不动比跑步更伤膝

扫描二维码，关注“贵

阳晚报黔生活” 微信公众

号，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本报讯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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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值守本报“专家

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防治关

节炎的话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李贵山表示，关节炎主要是指

发生在人体关节及其周围组织，由

炎症、感染、退化、创伤或其他因素

引起的炎性疾病，同时也是最常见

的慢性关节疾病之一，被称为世界

头号致残性疾病。 值得一提的是，

该病在病症初期常表现为关节的

红、肿、热、痛等，随着病情的不断

加重，关节还会出现功能障碍及畸

形， 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关节残疾，

进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时常困扰人们的关节炎都有

哪些？诱发这类关节炎的高危因素

是什么？ 如果不早期干预、不及时

治疗，还会诱发哪些并发症？ 患者

平时可通过哪些锻炼方法来缓解

病情？ 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做

好关节炎的防治工作？针对此类问

题，明天 14 时至 15 时，读者可拨

打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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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wby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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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炎犯了 如何缓解与治疗

肠道菌群失调与心血管疾病的

很多危险因素，如高脂血症、肥胖、2型

糖尿病等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肠道菌

群健康对心脏有好处，反之，就会影响

和加重心血管疾病。

研究发现， 肠道菌群产生并释放

的氧化三甲胺可以影响胆固醇的沉积

过程，如果氧化三甲胺水平较高，动脉

粥样硬化、血栓、心衰的发病率都会增

高。 这一系列变化又可导致肠道病变

恶化，菌群紊乱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 可从调

节肠道菌群入手，而饮食是基础手段。

促进心脏健康的方法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改善日常饮食， 减少摄入动物制

品，尤其是红肉。二是使用特级初榨橄

榄油、香醋和葡萄籽油，坚持地中海饮

食等。 地中海式饮食以鱼类、豆类、蔬

菜、水果、坚果、橄榄油为主,�有时会

搭配适量红酒。 三是在膳食中补充益

生元，有益肠道菌群平衡。益生元可以

选择性地促进双歧杆菌、 乳杆菌等益

生菌的生长或活力，进而拮抗有害菌。

据《生命时报》

肠道不健康

血栓风险大

CRAS 脑外立体定向机器

人，就是运用机器人智能检测系

统对癫痫病灶进行快速精确定

位，然后通过 CRAS 脑外立体定

向机器人手臂的精密传感器进

行全方位分析，运用神经调控技

术平衡脑内异常放电， 修复、激

活受损神经元细胞，治疗癫痫复

发难题的同时，避免伤及患者无

辜的脑神经元细胞。

患者可向贵阳脑癫医院垂询

北京专家赴黔施医术 机器人治癫痫疾病

贵阳脑癫医院应广大患者要

求，为解决“省内看名医” 的难题，

12 月 5-6 日， 特邀原海军总医院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六医学中心） 田增民教授领衔亲

诊， 与贵阳脑癫医院专家孙天焕、

宋赵云、何爱军联合会诊，专家强

强联合，为广大癫痫患者提供癫痫

诊疗。

专家简介：田增民，原海军总医

院（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六医学中心） 神经疾病首席专

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CRAS 脑外立体定向机器人技术

主要研发人。

专业擅长： 擅长儿童青少年癫

痫、成人癫痫等各类癫痫疾病的临

床诊断与治疗， 尤其擅长 CRAS 癫

痫机器人等先进治疗技术，给定位

疑难、 难治性癫痫患者带来了福

音。

机器人可以治疗癫痫疾病？ 笔

者在贵阳脑癫医院获悉这条消息，

并了解到这个“CRAS 脑外立体定

向机器人” 是治疗癫痫疾病的新技

术。同时,原海军总医院（现在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

心）田增民教授赴黔施医术，类似

患者可向贵阳脑癫医院垂询 ：

0851-85762037/85599997。

据贵阳脑癫医院院长介绍，

随着我国科技不断发展创新，运用

机器人技术进行治疗已经较为普

遍，而该技术作为机器人技术的代

表，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多年

的临床应用，是新一代的医疗科研

成果。

特邀原海军总医院田增民教授亲诊

揭秘机器人治疗癫痫

贵阳脑癫医院癫痫诊疗中

心作为一家 CRAS 脑外立体定

向机器人技术临床推广单位，为

了帮助癫痫患者进行癫痫病的

治疗 ， 自 2018 年 12 月 10 日

-2019年 1 月 10 日，面向全国征

集 100 名癫痫患者享受 CRAS

脑外立体定向机器人手术治疗。

贵阳脑癫医院助力癫痫高效诊疗

脑外机器人手术征集【第一期】

CRAS脑外立体定向技术 引领癫痫诊疗跨入智能时代

京黔癫痫名医

联合会诊活动将开启

左起：宋医生、孙医生、

田教授北京专家、何医生

JIAN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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