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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发现风湿病 12 个
“蛛丝马迹”
风湿病是指影响骨关节
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常见
的有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
柱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
干燥综
合征、痛风、白塞病、系统性硬
化、
皮肌炎、
骨关节炎等。风湿
病对人类健康危害较大，但只
要警惕风湿病的“蛛丝马迹”，
及时就诊，就可最大限度降低
致残率，
提高生活质量。那么，
如何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呢？
四肢关节疼痛或肿胀 双
手小关节（近端指间关节和掌
指关节）肿痛是类风湿关节炎
的症状。远端指间关节、膝关
节肿痛并有骨性结节则要考虑
骨关节炎。单侧第一跖趾关节
（大脚趾后）或内外踝部的突发
肿痛常提示痛风。腕、肘、肩、
膝关节的疼痛和活动受限也是
类风湿关节炎的常见症状。
腰骶部疼痛僵硬 晨起或

看楼房没立体感
当心眼中风

厦门 70 多岁的刘先生
在家中擦地板时，抬头看对
面的楼房，觉得不太对劲，
没有立体视觉（看东西没有
远近和立体感）。他捂住一
只 眼 ，发 现 左 眼 除 了 光 以
外，什么都看不到了。休息
两个小时没有好转，
这才到医
院就诊。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眼科主任医师谢婷玉诊
断，刘先生是左眼视网膜中
央动脉阻塞，也就是民间说
的眼中风。老年人动脉阻塞
的发生主要是血管硬化导
致，如患有高血压、高血脂，
血管弹性下降，
血液变黏稠，
都会导致眼中风。
原 来 ，刘 先 生 有 高 血
压，
但并没有服用降压药，
只
采用运动和控制饮食来控制
血压。没想到高血压引发血
管硬化，
继而导致了眼中风。
谢婷玉指出，眼中风无
法手术，且视网膜缺血超过
90 分钟，视觉损伤不可逆。
只能接受扩血管、
降眼压、
吸
氧等方式治疗，促使血管再
通。建议所有血管性疾病患
者都不吸烟。高血压、高血
脂、
糖尿病、
血管性风湿性疾
病患者要定期到医院接受检
查。此外，老年人躺下或起
身等动作都要缓慢，避免体
位急剧变化而诱发栓子脱
落、发生栓塞。过冷或过热
的天气对血管都有影响，尽
量不要去太热和太冷的地
方。
（摘编自《厦门晚报》
）

久坐后的腰骶部疼痛、
僵硬，
甚
至夜间痛醒，
晨起活动后减轻，
需警惕强直性脊柱炎，该病多
见于青少年男性。
晨僵 指清晨起床后关
节、腰背、软组织的黏着感，活
动后可减轻。类风湿关节炎的
晨僵可持续 1 小时以上，其他
疾病的晨僵时间相对较短。
关节变形 类风湿可出现
手指的
“天鹅颈”
“纽扣花”
样形
态和手指向内侧偏斜。骨关节
炎常出现远端指间关节的膨
大。当出现关节变形多数已经
不是早期症状，若能及时诊断
和治疗，多可以避免或者减轻
这种情况发生。
口干眼干 反复出现的口
眼干燥，可能是原发或继发性
干燥综合征，该病有时伴大量
龋齿和牙齿脱落，也可出现唇
炎、
舌炎和腮腺肿大。

皮疹和紫癜 系统性红斑
狼疮可出现面部的蝴蝶疹，也
可有下肢的紫癜（出血点）。多
种系统性血管炎也可出现四肢
的皮疹或紫癜。
反复口腔溃疡 反复口腔
溃疡可出现在白塞病病人身
上，往往合并外生殖器溃疡及
眼部病变。
日光过敏 晒太阳后总出
现皮肤不适甚至皮疹，可以是
红斑狼疮的表现，也见于未分
化结缔组织病、混合性结缔组
织病等。
雷诺现象 指双手手指遇
冷变白变紫，取暖或情绪稳定
后恢复正常肤色。这种症状可
见于很多弥漫性结缔组织病，
常伴有表情僵硬、指端的溃疡
坏死等。
不明原因发热 多种风湿
病的活动期都可以出现发热，

以低热多见。若长程发热（超
过4周），
使用抗生素无效，
并排
除肿瘤的患者，很可能是风湿
性疾病。风湿热、反应性关节
炎常以发热为初始症状之一。
肌痛肌无力 不明原因出
现四肢肌肉疼痛、
乏力，
需排除
多发性肌炎，尤其是同时出现
了皮疹（如眼眶周围、
颈前或手
指的皮疹），
高度怀疑是否为皮
肌炎。
局部或全身皮肤硬化 局
部或全身皮肤硬化常见于硬皮
病，晚期可能会导致脏器的损
害，
早期诊断并积极治疗，
有利
于控制病情进展。
风湿病的表现多种多样，
如果您发现了上述的“蛛丝马
迹”，请及时到风湿专科就诊，
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广东
省中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师 何
羿婷）

这样描述头晕，
医生诊断更高效
头晕（眩晕）是急诊患者
最常见的主诉之一，但由于具
有主观性和非特异性的特点，
很多患者的主观表达不一。其
实，
头晕的原因有很多，
相对应
的疾病也不同。就诊时，准确
跟医生描述症状，能帮助医生
更快确诊。
天旋地转式眩晕 症状特
点：
睁眼感到天旋地转，
闭目则
舒适，常伴有恶心、呕吐，是三
维空间的视空间障碍。出现这
种情形的“晕感”，一般常见的

病因可能是外周前庭疾病，比
如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前
庭神经炎、
梅尼埃病。
脚踩棉花式失衡 症状特
点：感到走路不稳，感觉有“踩
棉花感”
，
常于站立或行走时出
现，
是平衡障碍，
多由神经系统
疾病引起。出现这种眩晕感
受，
可能是周围神经性疾病、
视
觉障碍、
腰椎神经卡压、
双侧前
庭病变等造成。
晕前两眼发黑站不稳 症
状特点：
感到眼前发黑，
站立不

稳、
要摔倒的感觉，
可伴有出冷
汗、
心悸。出现这种眩晕感受，
可能是心血管疾病引起，常常
见于低血压、
严重心律失常、
低
血糖、
贫血等疾病。
头重脚轻昏昏沉沉 症状
特点：头昏、头重脚轻、昏昏沉
沉。出现这种眩晕感受，可能
与精神因素（如焦虑、抑郁、睡
眠障碍）、急性前庭疾病恢复
期、内科疾病或药物相关。
（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脑血管病诊
疗中心副主任 朱鑫璞）

闪腰后症状轻微可居家自疗
“闪腰”，是日常生活中最
常见的一种腰痛。如果腰扭
伤 后 仅 是 腰 痛 ，没 有 腿 部 疼
痛、麻木和肌无力，没有大小
便障碍，或者拍普通 X 片也没
问题，就可以暂时不用担心腰
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和骨折
的问题，可以选择家庭自疗和
康复。
停止活动，卧床休息 应
仰 卧 于 硬 板 床 上 ，床 上 垫 一
厚被，腰下垫软枕，可减轻疼
痛，使脊柱保持正常位置，缓
解 肌 肉 痉 挛 ，使 软 组 织 得 到
充分休息；同时避免咳嗽、打
喷 嚏 等 ，以 免 腹 部 用 力 疼 痛

加剧。
冷敷和热敷 扭伤当天，
不要热敷和按摩推拿，以免局
部血管扩张，发生渗液和水肿
痉挛加重；可用冷毛巾做腰部
湿敷，24 小时后，局部可用热
敷、艾灸、拔火罐等方法，促进
腰背部受伤肌肉等软组织血
液循环，缓解疼痛。可在热敷
后贴膏药，或配以腰带，宽度
为 7-13 厘米，以使腰部舒适
为宜。
药物治疗 疼痛严重的，
可服用止痛药扶他林、
消炎痛，
也可辅用中药治疗，以祛风散
寒、
活血化瘀。

推拿按摩 闪腰后 24 小
时内不可做剧烈的按摩或推拿
治疗，只能在腰痛明显处轻轻
按摩，
缓解腰肌痉挛，
每次 3-5
分钟，早晚各一次；24 小时后
可以在腰痛处逐渐进行推拿按
摩，
拇指按压最明显的痛点，
由
轻渐重，
直到感觉酸胀后，
持续
1-3 分钟，
再缓慢放松，
减轻压
力，
反复 5-7 次。
需要注意的是，轻中度闪
腰，只要休息 2-3 天可自动痊
愈，
但若疼痛持续或加重，
则需
尽早去疼痛科就诊。
（北京中日
医院全国疼痛诊疗研究中心主
任医师 司马蕾）

吃太油腻右上腹痛，
警惕胆结石
最近，杭州师范大学附属
医院消化内科连续收治了多名
高龄老人，
平均年龄在 90 岁左
右。让他们入院的原因出奇的
相似：
胃口不好，
进食没多久就
恶心呕吐，有些甚至还会出现
全身皮肤发黄的现象。
面对接连收治高龄老人，
医院消化内科吴建良副主任医
师给出了答案：胆总管被结石
堵牢了。
100 岁的刘奶奶因巨大的

胆总管结石，最近住进了杭师
大附院进行微创手术，顺利取
出了多枚结石。术后第二天，
刘奶奶的上腹痛明显缓解，逐
渐开始进食。
据介绍，目前我国人群中
胆 结 石 的 发 病 率 可 达
7%-10%，胆囊结石占 50%以
上，其中以胆固醇性胆结石为
主。有很多人认为，胆石症是
常见病，
没啥大不了。其实，
同
样是胆石症，有的人终身没出

大问题，但有人却因结石嵌顿
引起胆囊穿孔、继发性胆管结
石、
化脓性胆管炎、
重症胰腺炎
等危及生命。
吴建良提醒，若在进食较
油腻的食物后，右上腹部出现
不适、
疼痛或绞痛等现象时，
应
警惕胆管结石的发生，须及时
就医。对于有胆道系统疾病史
的人群，建议饮食宜清淡易消
化，
忌油腻性食物。
（摘编自《每
日商报》
）

切换步长散步
关节磨损小
常步行能有助骨膜分
泌更多的润滑液，但对行
走的步长有讲究。如果长
期以同样的步长快步走，
本身呈球形的膝关节面就
会长期被“定点磨损”；反
之，如果能先以小碎步行
走一段路程，再转换成迈
步走，经常切换步长，则能
减少膝关节的小范围频繁
磨损。对不适合负重行走
的老人来说，应在单腿站
立的状态下进行另一侧腿
的甩腿运动，可有助膝关
节的康复。
建议老年人散步选择
软硬适中、对足弓有足够
支撑的运动鞋，最好不穿
布鞋，如果一定要穿布鞋，
也必须在鞋中垫上足弓
垫。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脊柱创伤科主任 梁伟国）

“健康的胖”
不存在
近日，
同济医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对近 1.8 万人进
行研究发现：
代谢正常的超
重者，
得糖尿病的风险是体
重保持正常者的 1.5 倍；而
代谢正常的肥胖者则风险
更 高 ，增 加 1.74 倍 的 风
险。也就是说，
根本不存在
代谢正常的肥胖，
体重超标
的人应该减重。
上海瑞金医院也曾对
21万国人进行过研究，
证实
“良性”
肥胖不存在：
只要胖，
不管是体态均匀的胖还是腹
部肥胖，
10年内得心血管病
的可能性都会大大增加。
鼓励通过运动和控制
饮食把体重降下来，
但是运
动减肥效果有限，
主要还应
控制食物的总摄入量。
BMI 指标大于 28 的重度肥
胖患者，应及早走进医院。
（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 张
忠涛）

走路胯骨响要小心
走路时胯骨部位“咔
咔”
响，
要当心是弹响髋。
弹响髋的表现：一是
腹股沟处疼痛或臀部深处
痛，髋关节屈曲内旋时更
加明显；二是髋关节屈曲
内收内旋等活动受限，关
节闪痛、关节绞锁；三是 X
线片可见股骨头颈处发育
异常；四是髋关节在主动
伸屈活动和行走时，出现
听得见或感觉得到的响
声。如有上述症状，需及
时诊治。没有疼痛时，一
般无须干预，但如果伴有
疼痛，
就要明确是否患病。
临床上，解决此问题
有两种手段，一是保守疗
法，包括改变髋关节的运
动方式，即避免过度屈曲
髋关节和减少运动量，以
及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来
缓解症状；二是利用关节
镜手术，恢复股骨头颈的
正常形态。
（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骨二科主任 赵建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