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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军 贵州省骨科

医院内科主任， 副主任医

师。 1991 年毕业于贵阳医

学院临床医学系， 在内科

临床系统工作 20 余年，曾

于 2000 年到中山医科大学

心内科、 呼吸内科进修学

习。 多年的临床经验积累

了内科各系统疾病丰富的

诊治经验， 尤其对各种急

重症患者的救治经验丰

富。

门诊时间：星期一全天

任廷芳 贵州省骨科

医院临床党支部书记，内

科副主任医师。 贵州省医

学会会员。 从事胃镜及内

科临床工作 20 余年，有丰

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擅长

胃镜、 肠镜的检查及镜下

治疗， 尤其擅长消化系统

疾病的诊疗。

门诊时间：星期五全天

韦隽 贵州省骨科医

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贵州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

分会委员。 从事内科临床

工作 10 余年，有丰富的内

科临床工作经验， 尤其擅

长风湿系统疾病如： 类风

湿性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

狼疮、 强直性脊柱炎的诊

疗。

门诊时间：星期三全天

黄梅 贵州省骨科医

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1992

年毕业于贵阳医学院，1999

年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进修学习一年。 从事临

床工作 20 余年，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尤其擅长糖尿

病，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

的诊治。

门诊时间：星期二全天

王玮 贵州省骨科医

院内科主治医师， 海峡两

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老年

专委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贵州医科大学心血管内科

在读研究生。 擅长冠心病、

高血压、 心律失常的诊治

及心内科疑难危重症的救

治， 擅长冠心病介入诊疗

技术，发表《临床心血管疾

病诊疗指南》 专著 1 部和

论文 6 篇。

俗 话 说 ：“病 从 口

入” 。 的确，有相当一部分

内科疾病都与吃等生活方

式关系紧密。 例如消化系

统疾病中的直肠癌、 心血

管疾病中的高血压、 以及

风湿免疫中的类风湿性关

节炎。 由于不少人缺乏相

应的健康认知， 在应对这

些内科疾病时， 都存在一

定的错误观念， 结果导致

病情延误， 甚至因此危及

生命。

便秘便血

并非小事

想必不少人都有过便秘的经历，由

于该病症过于常见， 为此不少人都对其

不以为然，认为用点药就好了，没多大点

事。 殊不知，长期反复便秘，很可能是直

肠癌的早期表现。

贵州省骨科医院内科主任陈学军告

诉记者，不明缘由地反复便秘，平时常见

的反复腹痛、腹泻以及便血等，都有可能

是直肠癌的先兆。

陈学军主任回忆说，就在前不久，一

名贵州籍的 46 岁男性因反复便秘前来

就医， 结果经过肠镜等检查被诊断为直

肠癌。 所幸发现及时，随后该名患者在接

受了手术和药物等治疗后， 摆脱了直肠

癌的困扰。

陈学军主任表示， 直肠癌是一种常

见的恶性肿瘤， 多与不良的饮食结构和

习惯有关，在贵州本地较为常见。 原因是

贵州人口味相对偏重， 喜好吃辛辣、油

腻、以及腌制类食物。 如果肠道长期受到

这些食物的刺激会增加肠道的负担，诱

发各类肛肠类疾病。 此时再不重视，随着

病情发展就会最终形成直肠癌。

同时，贵州人也比较喜好饮酒，长期

大量饮酒也会让人体的肠道受到乙醇的

损害，诱发直肠癌。 正是由于直肠癌多与

吃有关， 为此它也被称之为 “生活方式

癌” 。

要想远离直肠癌，要管好自己的嘴，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多吃新鲜的蔬菜

水果，少吃过于油腻、辛辣等刺激性的食

物，同时做到忌烟、酒。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医疗水平和条

件的不断发展， 目前针对直肠癌有多种

方法可治疗， 所以患者也大可不必谈癌

色变。

当然，直肠癌与其他癌症一样，最佳

的治疗时机重在一个“早” 字。 越早发

现，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就会越发简单，且

治愈几率也会越大。 特别是在肿瘤较小，

还未发生转移时， 尽早实施手术切除干

净病症，并结合放、化疗等治疗，便能取

得一个良好的治疗效果。

目前， 肠镜是发现直肠癌最为直观

有效的方法之一。 建议 40岁以上的人群

将肠镜检查列入每年的常规体检当中，

如此才能确保“早发现、早治疗” 。

喝芹菜水降压

或引发脑溢血

众所周知， 高血压是最为常见的一

种心血管疾病，位列“三高” 之一。 据不

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已达到

了 3 亿人， 且该病的发病率仍然在逐年

递增。 陈学军主任表示，引起高血压的原

因有很多， 当中不良的饮食结构和习惯

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特别是贵州本

地人长期的高盐饮食， 大大增加了高血

压的发病率。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早期高血压通

常只会引起轻微的头晕、疲劳、心悸等不

适感，所以很多人也对其不以为然，甚至

简单认为是没休息好所引起的， 休息几

天就没事了。

还有人认为通过食疗的方式是可以

降血压的， 所以他们只要高血压的症状

不明显， 便选择吃芹菜等食疗的方式处

理。

此外， 还有的人即便知道自己患上

了高血压，却依旧不愿意服药治疗。 因为

在他们看来，是药三分毒，长期服药势必

会增加身体负担，给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其实这些观点都是不科学的。 对此

陈学军主任表示， 就目前来说高血压是

无法被治愈的， 但可以借助药物进行有

效控制。 所以，如果患上高血压，还坚持

不接受药物治疗，只会让病情逐步加重，

进而诱发如脑卒中、冠心病、肾病等并发

症，严重者甚至会因此丧命。

陈学军主任说， 芹菜这类食物来说

是不能治疗高血压的， 只能说在药物治

疗的前提下， 通过食疗的方式可以对控

制血压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陈学军主任回忆说，曾有一名 65 岁

的高血压患者，因早年拒绝服药，常年依

靠喝芹菜水来控制血压， 结果导致血压

一直不稳定。 上个月中旬，由高血压诱发

脑溢血，随后来医院抢救，虽说最终保住

了性命， 但却因脑溢血导致脑神经受损

出现偏瘫。

所以， 应对高血压没有捷径可走，

必须每天监测自身血压的变化情况，期

间不仅要知道自己患上高血压，同时还

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药物等治疗，及时

控制好病情。 此外还应定期复查，让医

生评估经过治疗后的效果如何，是否需

要进行药物或其他治疗方案的调整。 只

有知晓率、治疗率、好转率，这“三率”

得到有效保障， 高血压才能被很

好地控制。

治疗“不死癌症”

民间神药夺人命

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一种慢性自身

免疫性疾病， 结合我省冬季特有的湿冷

气候， 导致该病的发病率在我省相对偏

高。

陈学军主任说， 一旦患上类风湿性

关节炎， 患者全身四肢的各处小关节都

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地红肿， 并伴有明

显的疼痛感。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 各处关节还

会随着病情的发展相继出现关节功能下

降，甚至变形，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都会造

成极大的损害。 同时，目前还没有彻底治

愈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方法， 为此该病也

被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

需要注意的是， 有相当一部分类风

湿性关节炎患者由于对该病缺乏相应的

科学认识，为了能得到“立竿见影” 的疗

效，便自行购买一些民间的“神药” 来服

用，结果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

陈学军主任回忆说，不久前，曾有一

名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女性患者为了能

尽早摆脱病痛， 便自行购买了一些民间

“神药”服用。

很快， 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带来的疼

痛感便被控制，自觉有疗效，该名患者竟

坚持服用了近 10 年。 可她万万没有想

到，这些所谓的“神药” 之所以能“立竿

见影” ，是因为一些不良商贩在药物中添

加了大量的廉价激素类药物， 能起到快

速止痛的作用， 并非真正地治疗了类风

湿性关节炎疾病本身。

最终， 该患者因常年摄入激素，让

仅 1.4 米身高的她体重增长到 200 余

斤。 不久前，该患者在激素类药物的副

作用下，出现了消化道出血，并伴有持

续性休克等并发症，前来就医时，医生

还未来得及对其进行相应治疗，便不幸

离世。

陈学军主任表示， 应对类风湿性关

节炎不可急功近利。 需要在专业内科医

生的指导下，进行系统化的规范治疗。 同

时，坚持服药，不要自行随意增减、更换

药物， 如此是可以很好地控制病情发展

的。

值得一提的是，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

没有年龄限制的，小孩、大人均有可能患

病。 同时，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与其他

疾病一样，也要遵循“早发现、早治疗”

的原则。 当发现四肢小关节出现不明原

因的对称性疼痛、红肿、僵硬时，一定要

尽早就医，明确诊断，以免延误病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贵州省骨科医院

内科咨询热线：

0851-88195911

医院地址：

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南路123号

贵州省骨科医院———

“生活方式病” 不重视要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