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家住三灶的
66岁吴老伯在广东省中
医院珠海医院进行人工
膝关节置换术后再次来
到医院复检，他高兴地
告诉给他主刀的该院骨
关节科主任吕燃，说这
次自己是先坐车然后走
了一段路来的，没有想
到才一个月就走得这么
好。吕燃主任告诉他，
其实当关节出现肿、痛，
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治
疗，早发现问题，早解
决，说不定不用手术呢。

专家支招立秋养生：

滋阴养肺莫悲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你应该知道多一点

两种简易养生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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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7日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秋，立秋又名交秋，代表暑秋
交替的意思，预示着暑热渐退、秋
季到来。立秋之时如何养生？广
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治未病中心
主任成杰辉告诉大家，立秋养生要
注意这四句口诀：暑热未消勿贪
凉，减辛增酸收肺气，调畅情志莫
悲秋，加强锻炼健体魄。

立秋时节，天高气爽，月明风
清，自然界阳气逐渐敛降，阳消阴
长，天气开始慢慢变得凉爽。由于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纬度、海拔不
同，真正入秋的时间先后不一，尤
其南方地区立秋虽至而秋未至。
中医认为立秋后秋气应肺，秋燥渐
显，理应养肺润肺，但目前广东地
区仍处长夏，暑热之气仍然明显，
故在这夏秋交季、阴阳消长之时，
养生调理应从消暑清热逐渐向滋
阴养肺过度，重点顺应阳气的敛
降，避免身体的过度耗伤。

暑热未消勿贪凉

立秋处于三伏中的末伏前后，
正如俗话所说“三伏带一秋，还有
二十四个秋老虎”，岭南地区大多
暑热未消，加之立秋以后昼夜温差
逐渐增大，这个时期身体既容易被
暑热所伤，也容易因风寒侵袭而出
现各种不适。立秋时节雨水仍较
多，天气容易变化，尤其夜晚气温
下降，凉风来袭或是下雨后很容易
感受风寒，出现恶寒头痛、肌肉酸
痛、腹痛腹泻等症状。白天气温炎
热，宜穿着清爽的夏装，出门前应
提前做好防晒措施，并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随身携带雨具和薄外套以
免淋雨着凉。

此外，立秋时期也是面瘫的
高发时节，尤其随着夜幕降临人
体阳气从外往里收，此时体表腠
理偏虚、御寒能力下降，过度吹风
纳凉，风寒之邪侵袭头面则可致
面瘫。面瘫不会对生命健康造成
重大威胁，但治疗不及时或疗效
不佳则会影响容貌。因此，立秋
转季使用空调应注意温度不宜过
低，特别是空调风口或电扇冷风
切忌正对头面直吹，醉酒、疲劳、
汗出、洗浴后也不宜当风而吹，熟
睡时头面受凉、冷风直吹则更易
犯病。

减辛增酸收肺气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肺主
秋……肺收敛，急食酸以收之”，立
秋过后肺金当令，虽然此时伏热未
尽，但大自然的阳气逐渐降敛，此
时养生需顺势而为，应秋气之降。
辛味发散泻肺气，酸味主收降肺
气，诸如姜、葱、蒜、韭菜、辣椒、胡
椒之品辛香宣散而泻肺伤阴，在立
秋之后不宜多食，若仅作为烹饪配
料，酌情少许亦无不可。诸如乌
梅、山楂、杨桃、苹果、柚子等酸甘
生津之品可适当多食，有敛肺酸
收，以使肺气平降。

此外，夏秋交替之时暑热未
退，户外工作者常常难耐高温、汗
出较多，绿豆汤、酸梅汤、菊花茶
等消暑饮品亦当常备以防暑伤。
经过炎炎夏日暑湿所伤，许多人
的脾胃功能有所减弱，此时饮食
仍宜温食，不宜过饱，可少吃多
餐，过于肥甘厚腻的食品难以消
化，冷食容易损伤脾胃，都应该尽
量避免。粳米、小米、糯米具有健
脾胃、益中气的功效，可适当补
充。脾胃在五行属土，此时饮食
顾护脾胃恰是应于秋气培土生
金、因时制宜的养生之道。

调畅情志莫悲秋

肺属金，在志为忧。人与天地
相参，随着立秋来临天地间阳气慢
慢收降，人的情绪也容易变得不稳
定。素体肺气偏虚之人，有时候不
知不觉情绪就莫名低落起来。尤
其上了年纪的独居老人容易衍生
垂暮、凄凉之感，睹物思人，更是牵
挂远方的儿女；更年期妇女容易感
叹年华老去、容颜不再，情绪相当
敏感，常常悲伤失落；工作生活压
力大的中青年人，遇到小事容易感
到诸事不顺，才华不能施展，情绪
压抑，郁闷难舒等等。

立秋过后，调摄精神确是养
生的要务，如《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所云：“使志安宁，以缓秋刑，
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
使肺气清”。谁都想“安宁致远，
心绪平静”，但情志调养并非单靠
个人努力就能轻易做到。但愿远
离家乡、在外打工的孩子别忘了
多给家里的老父母打电话、发短
信，捎去问候和关爱以减其秋
思。同一屋檐下，老夫老妻之间
亦当相互包容、互相扶持，子女和
父母之间应当增加沟通和互动，
互助互爱，共渡难关。

加强锻炼健体魄

经过夏季高温的炙烤，人体
能量消耗较大，机体免疫力往往
下降，现又值季节交替之时，老
人、小孩及体弱者对气候变化的
适应能力常常不足而更易生
病。秋季是传染病高发的季节，
从立秋开始加强锻炼，能强健体
魄，增强机体抗病能力。首先宜

“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卧能
顺应阳气收降，早起则利于肺气
宣发，让人精神饱满，精力充
沛。早上起床后宜到室外活动，
配合各种拳操动作，进行有节律
的呼吸调息，吐故纳新，能改善
肺部功能，增强体质。另外，立
秋过后早晚气温相对凉爽，正是
进行体育锻炼的好时候，适宜开
展各种运动锻炼，如跑步、打球、
游泳、做操、武术、跳舞等。但要
注意的是此时运动强度不宜过
剧，因为“秋主收降”，运动过剧
出汗太多，会增加机体耗伤，也
不利于阳气敛降。

业内公认的美国骨科医
师学会（AAOS）对于针灸、
按摩、理疗来治疗骨性关节
炎的态度是：既不推荐，也不
反对。意思是这个治疗方案
的效果并不确定，所以他们
不推荐，但你如果执意要去
尝试，他们也不反对。但是

在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告诉我
们，对于发作期间的骨性关节
炎，我们不提倡针灸或者按
摩。针灸破坏了局部皮肤的完
整性，有可能会导致关节周围
乃至关节腔内的感染，而按摩
可能会加重局部毛细血管的扩
张，导致肿胀进一步加重。

骨性关节炎发作期间可以
采用针灸、按摩、理疗来治疗吗？

莲藕薏米排骨汤

【材料】排骨 500 克，莲藕
250克，薏米30克，蜜枣2枚，生
姜3片。

【制法】以上材料洗净后，排
骨切块，莲藕切厚片，将材料全部
放入煲中，加水适量，大火煮开后
改慢火煲2小时，然后加盐调味
即可。

【功效】健脾益胃，消暑利
湿。适合暑湿伤脾，或素体脾胃
偏虚之人。

生地绿豆粥

【材料】生地30克，绿豆30
克，白米100克，冰糖适量。

【制法】生地洗净后，放入煲
中加水适量，大火煮沸，转小火煮
约30分钟后，倒出药汁，再复煎煮
1次，两次药汁合并浓缩至200毫
升备用。将白米、绿豆洗净后熬
粥，待粥成加入生地汁，继续加热
搅匀后放入冰糖调味即可。

【功效】清热消暑，养阴生
津。适合暑热阴伤，咽干舌燥之

人。

桂圆红枣莲子粥

【材料】桂圆干10克，红枣
20克，莲子30克，糯米100克，
冰糖适量。

【制法】以上材料洗净后，红
枣去核，莲子去芯浸泡1小时，然
后全部材料放入煲中，加入足量
水，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熬至粥成
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功效】健脾养心安神。适合
夏秋之交脾胃受损，或素体血虚、
失眠多梦之人。

雪梨银耳糖水

【材料】雪梨 1 个，银耳 30
克，莲子20克，冰糖适量。

【制法】莲子洗净去芯浸泡1
小时；银耳洗净，泡软撕成小片；
雪梨洗净后削皮去心，切成小块
备用。将以上材料放入炖盅内，
加水适量，开火炖1小时即可。

【功效】养阴润肺宁神。适合
阴虚肺燥，心烦多梦之人。

本报记者 张伟宁

捶腰背

端坐，腰背自然挺直，两手握
空拳，捶打腰背中央及两侧，从下
往上，再从上往下，先中央后两
侧，各捶30次。此法可通调背部
经络，畅肺气，健腰肾。

摩鼻

将两手拇指外侧相互摩擦至
热后，分别沿鼻梁、鼻翼两侧上下
搓摩30次，然后用两手食指按揉
两侧迎香穴30次。此法可养肺
健体，增强机体免疫力。

立秋食疗方

吕燃主任告诉记者，关
节置换是终末期骨性关节炎
最有效的治疗手段，膝关节
表面置换就像镶牙一样，在
磨坏了的关节表面上装上一
层金属垫片，中间是高分子
聚乙烯的衬垫。而不是很多
人认为的那样把整个关节换
掉。随着技术的进步，原来
的大手术变得越来越微创，
加上术后疼痛管理，快速康
复等技术的推广，目前在国
内一流关节专科接受膝关节
置换的患者一般术后几个小
时，最迟第二天就可以下地
行走。因此，对于膝关节置
换术不能谈虎色变，觉得膝
关节置换是很大、很可怕的
手术，不愿进行手术治疗，结
果耽误了手术时机，长期承
受疾病的痛苦，个人受罪，家
人受累。当然，由于膝关节
置换手术有一定的技术门
槛，患者要进行关节置换术
前一定要找经验丰富的关节
专科大夫仔细评估，不能随
便就接受这样的手术。

曾在德国Bad Kreuzn-
ach医院、香港威尔士亲王
医院等国内外知名医院研

修。擅长：微创髋、膝关节置换
手术的吕燃主任进一步介绍，
在成熟的关节外科，膝关节置
换手术是在所有关节置换术中
比例最大的。近些年来，随着
理论和技术的进步，对于一些
部分关节磨损的患者，可以施
行更加微创的单髁置换或者截
骨矫形手术，也能取得很好的
疗效。而那些当站立位膝关节
内外侧间隙都已明显狭窄和伴
有膝关节内外翻畸形，其症状
已明显影响关节活动和生活能
力的病例，经保守治疗不能改
善症状者，可考虑施行全膝关
节置换术。据记者了解，广东
省中医院集团一年关节置换术
的有3000多台，珠海医院关节
科也有300到400台。可以说
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人工膝关
节置换术后如果患者能够遵循
医嘱，坚持进行有效的康复训
练，如伸直练习、股四头肌练习
等，一般都能恢复到一个不错
的状态。患者恢复后基本都能
像正常人一样行走、蹲起，甚至
如果患者不告诉别人自己做过
膝关节置换，其他人从外观、步
态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本报记者 刘联

关节置换手术要看时机

“医生，我非要进行人工膝
关节置换吗？我年纪这么大了，
手术有风险呀。我们在门诊会
遇到非常多的类似这样的患者，
其实不是所有的患骨关节炎都
要手术的，目前针对退行性骨关
节炎我们的疗方案是阶梯治疗，
一般选择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
很重要，每个阶梯不是互相独
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吕燃
主任详细给我们介绍了阶梯治
疗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保守治疗。这是
对于骨性关节炎的首选治疗方
法。它包括体重控制、运动的管
理、生活习惯的改变等等。我们
要提高对疾病的认识，找出自己
患此病的危险因素。端正自己对
治疗的预期。不要试图再回到
18岁。而控制自己的体重，减轻
各关节的负担。还有改变自己的
运动方式，还有生活方式都是可
以做到的。

吕燃主任提醒：“有些患者
在得了膝关节炎后就不敢进行

体育锻炼了，认为锻炼有可能会
加剧膝关节的磨损。其实这种
想法是不对的，有膝骨关节病的
人，既要避免膝关节过度疲劳，
又要进行适当的功能锻炼，以增
加膝关节的稳定性，防止腿部的
肌肉萎缩。对于有膝关节炎的
患者，经常进行机体锻炼活动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力量训练、低
强度有氧运动、神经肌肉训练等
可以改变肌肉状况，而肌肉状况
的改善是非常有助于减缓关节
软骨的磨损。”

第二阶段：药物治疗和微创
手术。对于有疼痛或者关节积
液症状的骨性关节炎，可以使
用药物治疗，还有关节腔注射
润滑剂或者类固醇激素、以及
软骨保护剂(氨糖)治疗。中期
关节炎可以考虑微创关节炎
镜、软骨复、截骨矫形、单髁置
换手术。

第三阶段：关节置换手术。
很多人听说关节置换就很害怕，
并且拒绝接受这种手术。

把握最佳治疗期

“关节痛是生活中经常会遇
到的普遍现象，许多人认为关节
痛就是关节炎，但关节痛并不代
表关节炎，关节炎也分退行性骨
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
脊柱炎、化脓性关节炎、痛风性关
节炎等，发病机制不同，治疗方案
也大不一样，只有弄清楚准确的
病因，才能得到正确有效、规范化
的治疗。”吕燃主任告诉记者，目
前从医院门诊量来看，膝关节骨
关节炎来求诊的量是非常大的，
有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群患病
率高达68%。

“这个病是因为膝关节长期

磨损所出现的老化，所以你可以
说它是疾病，也可以认为它是人
衰老的自然过程。每个人都会出
现骨性关节炎，只是时间的早晚
而已。就如同生老病死，是自然
规律。”吕燃主任提醒，这个骨性
关节炎我们通常叫它为退行性骨
关节炎，这是最常见的困扰广大
老年患者的疾病，这种骨性关节
炎是无法根治的，至少目前的医
学技术是不行的，所以千万不要
相信一些人吹嘘的“祖传秘方”，
或者打打针、吃点药、贴贴膏药、
针灸推拿什么的能“治断根”之类
的话。

骨性关节炎是无法根治的

相关链接

吕燃主任了解患者手术后的情况。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正纠结穿三角内裤还是
平角内裤的男性注意了！如
果想当爸爸，最好选择宽松
的平角内裤。美国研究人员
发现，因为宽松内裤能保持
胯下凉爽，有利于男性产生
质量更高的精子。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
卫生学院研究人员分析
656名中等体重、18岁到56
岁的男性精液和血液样本
后得出上述结论。他们发
现，相比偏好紧身内裤的男
性，喜欢穿着平角内裤的男
性无论精子计数还是浓度
都显著高于前者，他们的精
子活性和促卵泡激素水平
也更高。

研究人员认为，之所以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精
子生成对温度有特殊要

求。通常而言，低于体温3到
4摄氏度是生成精子的理想
环境。平角内裤宽松透气，
有利精子生成。相关研究论
文由英国《人类生殖学》杂志
刊载。

虽然先前研究曾得出相
同结论，但哈佛大学这次研
究的样本更多，关于促卵泡
激素水平的比较也属首次。
未参与研究的一些专家认
为，研究结果足以显示，简单
的生活方式改变会对生育后
代产生影响。不过，这项研
究也有其局限性。例如，研
究以血液和精液样本检测为
基础，而不是临床试验。另
外，研究以精子计数、浓度和
活性等数据衡量男性生殖能
力，而非实际受孕结果。

新华社发

想当爸爸？请穿宽松内裤
有利于男性产生质量更高的精子

新华社成都8月9日电 记
者9日从四川省卫生计生委获
悉，今年内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将
全部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实行医
用耗材零差率销售。四川还将同
步建立补偿新机制，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确保公立医疗机构良性
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整体
负担总体不增加。

记者了解到，四川将按照“控
总量、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
基本要求，以2017年度公立医疗
机构医用耗材加成总额为基数，
固化测算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
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原则上按
照9∶1的比例进行补偿。公立医
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收入的
90%，通过调整现行基本医疗服
务价格补偿。重点提高受取消耗
材加成影响大的诊疗、病理、手术

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医疗
服务项目价格，总体上保持公立
医疗机构人均费用水平相对稳
定。另外10%，通过医疗机构加
强管理降低成本自行消化。

据了解，公立医疗机构医用
耗材零加成后，各地将组织开展
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价格专项
检查。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发挥
社会监督作用，严肃查处医疗价
格举报投诉，确保各项政策执行
到位。

据悉，2016年，四川省启动
实施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
成、降低药品耗材费用、理顺医
疗服务价格、完善医保支付方式

“四同步”改革。按照四川推进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到
2020年，将基本理顺医疗服务
比价关系。

四川公立医疗机构
年内全部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