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一
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 不同阶
段的问题不同， 因此我们倡导
一种阶梯化的治疗理念， 为患
者提供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李宝军解释，具体来说，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的阶梯治疗是指根
据患者的关节炎轻重、年龄、活
动量以及关节炎的种类， 进行
针对性的治疗， 包括生活方式
的改变、药物治疗、保膝治疗、

单髁置换、全膝置换等。
“以刘阿姨为例， 她的关

节已经严重畸形， 罗圈腿明
显。” 该院骨关节运动医学科
徐海涛副主任医师介绍，像刘
阿姨的情况，以前只能采取保
守治疗；保守治疗无效，问题
进一步加重的话，则要采取全
膝关节置换。但是现在刘阿姨
可以选择保膝治疗，实现安享
晚年的心愿。

相关链接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
社会人口老龄化， 我国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呈现逐渐
上涨趋势， 且年轻化趋势也越
来越明显。

7月29日是“全国保膝日”，
全国百家医院联合举行“保膝
日———保护膝关节全国义诊”，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多学科专
家联合， 倡导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的阶梯治疗理念， 并传播最
新的“保膝”治疗方法。

致残率高达53%
膝盖问题困扰中老年人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中老
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是由
于膝关节面的软骨受到磨损，
而造成膝关节疼痛、 肿胀、无
力、内外翻畸形、活动受到限制
等症状，多和肥胖、劳损、创伤、
膝关节先天或后天畸形有关，
致残率高达53%。

长沙60岁的刘阿姨本可
以安享晚年，然而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问题整整困扰了她10

年，四处寻医，保守治疗依然
没有好转。如今，她走路四五
百米都难。

不只是刘阿姨， 有研究显
示，我国40岁以上人群中，每10
个人就有1-2个人患有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60岁以上人群中，
每10个人中就有5人患有此病。

骨关节炎患者不建议爬山
剧烈运动有害无益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适合
爬山和跑步。”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骨关节运动医学科主任李
宝军表示， 骨关节炎症状的病
人不建议爬山， 跑步可根据患
者自身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跑
步对骨性关节炎还是有益的，
但剧烈运动对关节有害无益。

跑步的时候尽可能减少缓
冲，比如在塑胶跑道上跑步，减
少对肢体关节的冲击力， 在跑
步的时候也要做好保护措施，
比如穿运动鞋， 不要穿硬邦邦
的鞋，戴护膝等。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石荣 实习生 刘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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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 罗瑾考了理科
557分， 被东北林业大学录取。
林业局院内的一套小两居室并
不是罗瑾的家， 而是为了方便
她上学，一家三口临时租住地。
她真正的家是一套仅50平方米
的廉租房。

罗瑾的父亲在林业部门上
班，患有肝病，常年治疗吃药，
母亲平时打点零工贴补家用。

“我初中到高一上学期时
成绩都不是太好， 那时候父母
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一个二
本大学。”罗瑾告诉记者，她学
习成绩的爆发点在高一下学期
发生的一件事上。

“高一下学期的时候，我
在家里无意间看到了父亲的
病历本，诊断书上写着‘乙肝
肝硬化失代偿期’。 那个时候
我并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个什
么病。” 罗瑾于是就自己上网

查询，结果查询到了一个晴天霹
雳，“这个病就是肝硬化晚期，而
且不可恢复，只能保持。当时整
个人都崩溃掉了，从小开始我跟
父亲的关系就很好，他很是疼爱
我，从未骂过我。那时候开始，我
就想以后当一名医生，去研究这
个病能不能恢复。”

“平时我只知道父亲身体不
好，具体什么病他一直没告诉我，
怕影响我学习。” 罗瑾告诉记者，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她把病历本
放回了原处， 继续装作毫不知情
的样子。

但从那以后， 罗瑾的学习成
绩就节节高升， 从原本的年级30
多名一下跃到了年级前10名。“学
校有资助政策， 排名靠前的学生
可以免除学费， 这样可以把我的
学费省出来，让父亲治病。”

谈起父亲，罗瑾一边笑着，一
边流泪……

因父亲患上肝病，一个医生梦在她心中发芽

看过父亲的病历后，她向着梦想“奔跑”

■文/记者 刘镇东 丁鹏志 实习生 庞明钰
视频/王珏 顾荣 剪辑/何佳洁

每天早上6点50分
左右，在株洲市炎陵县城
的街道上，经常能看见一
个戴着耳机跑步的靓丽
身影，耳机里放的是英语
听力，跑步的目的地是炎

陵一中，这就是准大学生罗瑾高中日常学习生活的开始……
7月23日傍晚， 龙华上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在炎陵县

霞阳镇解放路林业局院内的一套小两居室， 见到了这名乐观、积
极向上的女孩。因父亲患上肝病，一个医生梦在她心中发芽，自此
她奋发图强，为实现梦想而“奔跑”（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眼下， 正是炎陵黄桃生产
的季节，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
罗瑾暑假去到一家快递物流公
司做起了兼职。24日早上8点，
记者来到罗瑾兼职的快递物流
公司。

打快递单、装箱、搬货……
刚来做事不到半个月， 罗瑾就
已经轻车熟路了。当问其“累不
累”时，她笑着回答“挺好的，又
能锻炼身体， 还可以把去学校
的路费赚出来”。但记者从她脸

上流淌着的汗珠看得出来， 这个
活并不轻松。

虽然大学学的是森林工程
专业，但罗瑾的心中却一直有着
一个医生梦。说起未来的大学生
活，她说，首要任务就是好好学
习，要争取拿到奖学金，同时考
研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从大一开
始就会准备考研， 看能不能在本
身专业的基础上再选修一门医学
专业，如果不行，我想在研究生时
跨专业考研。”

罗瑾是一个特别有计划的
人，除了在学校有制定学习计划，
寒暑假时，也会制定假期计划。

在她家中客厅墙壁上，贴
着一张暑假计划表。 上面标注
着：早上6点30分起床，学英语，
然后吃早饭， 再开始一天有规
划的学习，晚上10点上床睡觉。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为了更好
地督促自己，她在右下角写着：
如任务未完成，自由时间减半。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看到，
在罗瑾床头的墙壁上、 客厅的
墙上、书桌对面的墙壁上都贴了
不少“便利贴”， 上面写满了数

学、物理公式，生物知识点等内容。
英语是罗瑾成绩最好的科

目，这次高考她考了135分，也是
全班第一。“高考前我没有买手
机，都是拿着爸爸的手机背单词。
早上跑步去学校时就用淘来的
MP3放英语听， 这样既不浪费时
间，又锻炼到了身体。”罗瑾说。

罗瑾告诉记者， 她父亲是一
名林业工作者，受她父亲的影响，
这次大学报考了森林工程专业，
“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沙尘暴
等环保问题， 我也想为森林做一
点贡献，为地球做一点贡献，希望
地球更好。”

父亲的病历，催生了她的医生梦

有计划学习，家里处处是“知识点”

“想跨专业考研，当一名医生”

“2019龙华上品·
三湘阳光助学”
持续报名中

三湘都市报、 湖南省
教育基金会、 龙华上品教
育扶贫基金会共同举办的
“2019龙华上品·三湘阳光
助学”持续报名中。

受助条件：品学兼优、
家庭贫困的今年高考本科
录取新生（不含免学费专
业），原则上不与其他公益
活动重复资助同一名学子
（孤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城乡低保子女、主要成
员患重大疾病或遭遇天灾
人祸家庭贫困子女、 残疾
人家庭子女优先）。

提供资料： 本人申请
（详细介绍家庭贫困情况、
逆境中艰苦求学的经历）；
身份证复印件1份；贫困证
明1份，由户籍(或暂住地)
所在村委会 (社区居委会)
或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
事处) 开具近一年的家庭
贫困情况证明； 高考成绩
单和高考录取通知书复印
件1份（收到录取通知后立
刻补寄）；寸照1张；电话号
码（能24小时直接联系到
本人）。

材料邮寄地址： 长沙
市芙蓉中路新湖南大厦三
湘都市报阳光助学活动办
公室；邮编：410005，报名
及 捐 款 咨 询 电 话 ：
0731-84326110 （9 : 30- �
12 : 00，14:30-17:00）。请参
与此次活动的学子实名加
入“2019三湘阳光助学”
QQ群（群号：801163658）

膝关节损伤日趋年轻化
专家传授最新“保膝法”

延伸

“阶梯治疗”，膝盖保护新理念

学子档案
姓名：罗瑾
高考成绩：
557分（理科）
录取学校：
东北林业大学

▲罗瑾和父亲。

▲龙华上品·三湘都市报采访团与罗瑾在一起。
实习生 邱高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