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寒冷时， 有些人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手
脚冰凉”： 腿脚不光怕冷， 气温低的时候还会出
现关节僵硬、 疼痛， 这说明你可能被老寒腿“附
体” 了， 该怎么办呢？

������规模稍大的医院一般都有
急诊科， 急诊科区别其他科室
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
急诊科医生的接诊顺序往往是
按照患者病情的轻重缓急， 而
不是按照病人先来后到的顺序。
负责分诊的医护人员会凭借自
己的经验， 根据患者的生命体
征， 如血压、 心律、 呼吸和意
识情况以及症状、 病史来安排
患者就诊顺序。

患者按照病情的轻重一般
可分为四个级别 。 一级是指濒
危病人， 如气管插管病人、 无
呼吸或无脉搏病人、 急性意识
障碍病人等， 可能随时危及生
命， 需立即采取挽救生命的干
预措施 ； 二级是指危重病人 ，
这类病人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进
展至一级， 急诊科医护人员也
需要立即给这他们提供必要的
抢救措施和监护设备； 三级是
指急症病人， 这类病人一般在
短时间内没有危及生命或严重
致残的征象， 可在一定的时间
段内安排其就诊； 四级是指非
急症病人， 他们一般不需要或
很少需要占用急诊资源。

因此， 大家
前往急诊科就诊
时 ， 一定要多多
理解， 静心候诊，
以维护一个良好
的就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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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岁的糖糖最近总是说下前牙
齿一吃东西就痛， 细心的妈妈发现
她有两颗乳牙开始松动， 而在没有
脱落的乳牙后面， 长出了两颗小新
牙， 妈妈很纳闷， 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

长沙市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谭
映红介绍， 儿童 6~12 岁处于换牙
期， 乳牙会陆续脱落， 被相应的恒
牙替代。 如果继承恒牙已萌出， 对
应的乳牙未按时脱落， 医学上成为
乳牙滞留， 俗称 “双排牙”。

导致 “双排牙 ” 形成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 孩子营

养好， 牙胚发育比以前早 ， 往往
恒牙长出来了 ， 可乳牙还没掉 。
其二， 食物过于精细， 牙齿未得
足够锻炼， 导致儿童颌骨咀嚼刺
激不够， 恒牙胚往口腔中移动减
少， 不能挤掉乳牙， 只有在乳牙
舌侧长出。 其三， 恒牙胚发育错
位， 恒牙牙胚没有正对乳牙根尖
部， 使得乳牙牙根不能正常吸收
掉， 这样新生恒牙在萌出时 ， 乳
牙仍很牢固， 没有要脱落的迹象 ,
占据恒牙的位置而形成双排牙 。
其四， 乳牙病变， 由于乳牙龋坏
严重造成乳牙根吸收障碍等情况

造成乳牙不能及时脱落。
乳牙滞留导致新生恒牙位置方

向异常， 甚至无法萌出， 这对孩子
颌骨发育、 咀嚼效果、 口腔卫生、
面部美观都会造成影响， 也可能诱
发龋齿、 牙髓炎、 根尖周炎等口腔
疾病。 因此， 遇到乳牙滞留形成的
“双排牙”， 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医
院拔除滞留乳牙， 为恒牙的发育让
出空间 ； 已经出现牙齿排列不齐
时， 在孩子恒牙换完之后即可进行
口腔正畸治疗， 最佳的矫正年龄段
为 12~14 岁。

长沙市口腔医院 黎卫兰

病根在软骨

膝关节由髌骨、 大腿骨和小
腿骨构成， 老寒腿其实是膝关节
软骨的一种退行性疾病 （年龄越
大越容易发病 ）， 包括骨性关节
炎、 骨质增生、 骨刺等多种骨病。

软骨是富含水分和蛋白质 ，
并且有弹性的特殊组织， 它表面光
滑， 可以在人们走、 跑、 跳的时候
减少摩擦， 还可以缓冲运动对骨头
的冲击。 可是人上了年纪后， 软骨
就会老化、 变薄， 关节液减少， 关
节僵硬， 膝关节损伤后不容易恢
复， 如果刺激了骨骼周围的滑膜，
滑膜就会充血、 水肿、 渗出、 积
水， 这是产生腿痛的重要原因。

老寒腿症状很多， 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种： ①怕冷： 阴天下雨、
气候变凉时症状加重 。 ②疼痛 ：
一侧或两侧的膝关节经常隐痛 ，
活动时加重， 休息后缓解。 ③僵
硬： 急性疼痛发作时， 关节僵硬，
活动时有弹响声， 久坐后关节僵
硬加重， 活动后稍有好转。 ④无
力： 骨性关节炎的病人随着年龄
的增加， 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
下降， 会导致无力和上下楼困难。
⑤肿胀： 老寒腿后期， 膝关节会
肿大变形， 活动范围受限， 出现
持续性疼痛。

四类人群易遭罪

老寒腿的发病率和致残率均
较高， 60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将近
50%， 70 岁以上将近 80%， 而致
残率达到 53%。 从数据和字面意
思上看， “老寒腿” 应该是一种
老年病， 但临床医生却发现， 三
十出头的年轻人也可能被这种病
盯上， 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

1.�肥胖人群 骨性关节炎在超
重人群中的发病率比正常人群高
很多 ， 而且发病年龄容易提前 。

研究还发现， 肥胖病人如果将体
重减少 5 千克， 发病率就会减少
50%。

2.�用膝盖“工作”的人 运动
员、 模特、 重体力劳动者， 由于
职业原因导致膝关节磨损多、 损
伤大， 膝盖更容易生病。

3.�更年期女性 由于更年期女
性雌激素水平下降， 导致关节营
养下降， 容易造成损伤、 出现病
变， 因此更年期女性老寒腿的发
病率比男性高 6 倍。

4.�关节受过伤的人 膝关节受
过伤， 会直接影响到软骨。 软骨
表面不光滑， 容易提早产生磨损，
没等到老就产生退化了。

以上四类人群， 如果出现腿
沉、 早起关节不灵活、 膝关节反
复红肿热痛、 活动时关节有摩擦
音等症状， 建议去医院做 X 光片
检查 ， 帮助诊断膝关节的情况 。
而吸烟、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
血症人群， 如果出现小腿或大腿
部位麻木 、 发冷 、 间歇性跛行
（一走路就疼， 休息一下就缓解）
等症状， 可能不是老寒腿导致的，
而与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有
关， 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血
管外科检查治疗。

“五招”应对老寒腿

有人说， 得了老寒腿， 就要
“省” 着点用腿， 但这样会导致生
活质量严重下降 ， 该怎么办呢 ？
要想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 不妨
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保暖 冬天一定要注意膝关
节保暖， 但也不能裹得太厚， 以
防下肢运动不便摔倒造成骨折 。
可以选择护膝保护好关节， 平时
如果感觉疼痛， 也可以用醋或酒
搓搓疼痛部位。

2.�仰卧抬腿 仰卧在床上 ，
腿微曲， 抬离床面约 15 度， 初做
时可保持 1~3 分钟， 坚持练习一
段时间后 ， 抬腿时间争取达到
10~15 分钟， 每天 2~3 次 ， 能充
分锻炼膝关节。 此外， 游泳、 慢
走等运动都是很好的选择。

3.�选对鞋 穿高跟鞋走路 ，
对关节的损伤特别大。 而减震缓
冲性能好的鞋子， 可以保护关节，
预防足弓塌陷、 足底筋膜炎等问
题。 因此， 买新鞋时应该在试穿
时在平地多跳几下， 如果感觉弹
性不错、 鞋底较软， 且触地时震
脚感不强， 说明缓冲性能不错。

4.�少做负重活动 人在下楼梯
时， 膝关节的负重能达到体重的 6
倍 ， 如果再提点东西就更重了 。
因此 ， 从保护关节的角度来说 ，
骨科医生不建议大家做爬楼梯 、
爬山、 下蹲等增加膝关节负担的
运动。

5.�学会用拐 很多老人非常排
斥拐杖， 觉得麻烦又显老， 其实
这是不正确的观念。 借助拐杖适
当地扶一扶， 对于刚开始出现关
节炎症状的人来说， 有利于减轻
膝关节的负重， 建议出远门时拿
一根拐杖辅助行走。

黄伟杰

食物中毒早期可催吐
食物中毒早期可进行催吐，

以减少毒物吸收。 如轻度脱
水， 精神状态好， 可卧床休
息， 禁食 6~12 小时， 多喝些
加糖的淡盐水， 以补充体内流
失的无机盐和水分。 如脱水严
重， 出现发烧、 出冷汗、 脸色
苍白甚至休克等症状时， 立即
送医院救治。

图 / 文 陈望阳

五招应对老寒腿

医疗小常识

急诊科
就诊原则

食物太精细 易致“双排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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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发现， 肥胖病人如果将体
重减少 5 千克， 发病率就会减少
50%。

2.�用膝盖“工作”的人 运动
员、 模特、 重体力劳动者， 由于
职业原因导致膝关节磨损多、 损
伤大， 膝盖更容易生病。

3.�更年期女性 由于更年期女
性雌激素水平下降， 导致关节营
养下降， 容易造成损伤、 出现病
变， 因此更年期女性老寒腿的发
病率比男性高 6 倍。

4.�关节受过伤的人 膝关节受
过伤， 会直接影响到软骨。 软骨
表面不光滑， 容易提早产生磨损，
没等到老就产生退化了。

以上四类人群， 如果出现腿
沉、 早起关节不灵活、 膝关节反
复红肿热痛、 活动时关节有摩擦
音等症状， 建议去医院做 X 光片
检查 ， 帮助诊断膝关节的情况 。
而吸烟、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
血症人群， 如果出现小腿或大腿
部位麻木 、 发冷 、 间歇性跛行
（一走路就疼， 休息一下就缓解）
等症状， 可能不是老寒腿导致的，
而与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有
关， 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血
管外科检查治疗。

“五招”应对老寒腿

有人说， 得了老寒腿， 就要
“省” 着点用腿， 但这样会导致生
活质量严重下降 ， 该怎么办呢 ？
要想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 不妨
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保暖 冬天一定要注意膝关
节保暖， 但也不能裹得太厚， 以
防下肢运动不便摔倒造成骨折 。
可以选择护膝保护好关节， 平时
如果感觉疼痛， 也可以用醋或酒
搓搓疼痛部位。

2.�仰卧抬腿 仰卧在床上 ，
腿微曲， 抬离床面约 15 度， 初做
时可保持 1~3 分钟， 坚持练习一
段时间后 ， 抬腿时间争取达到
10~15 分钟， 每天 2~3 次 ， 能充
分锻炼膝关节。 此外， 游泳、 慢
走等运动都是很好的选择。

3.�选对鞋 穿高跟鞋走路 ，
对关节的损伤特别大。 而减震缓
冲性能好的鞋子， 可以保护关节，
预防足弓塌陷、 足底筋膜炎等问
题。 因此， 买新鞋时应该在试穿
时在平地多跳几下， 如果感觉弹
性不错、 鞋底较软， 且触地时震
脚感不强， 说明缓冲性能不错。

4.�少做负重活动 人在下楼梯
时， 膝关节的负重能达到体重的 6
倍 ， 如果再提点东西就更重了 。
因此 ， 从保护关节的角度来说 ，
骨科医生不建议大家做爬楼梯 、
爬山、 下蹲等增加膝关节负担的
运动。

5.�学会用拐 很多老人非常排
斥拐杖， 觉得麻烦又显老， 其实
这是不正确的观念。 借助拐杖适
当地扶一扶， 对于刚开始出现关
节炎症状的人来说， 有利于减轻
膝关节的负重， 建议出远门时拿
一根拐杖辅助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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