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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结石应该是上了年纪
的人才会得的病 ” “患了尿结
石 ， 吃点药就能解决 ” “我平
日里不痛不痒的 ， 肯定没有尿
结石问题 ” ……说起尿结石 ，
或许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 但这
恰恰是现代人对尿结石的认知
误区 。 因尿路结石可以隐藏在
泌尿系统的很多位置 ， 且不同
位置的症状不一 ， 可以说结石
非常 “狡猾”， 那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该如何发现尿结石并正确
处理呢？

1.尿结石到底是什么？
肾脏是人体产生尿液的地

方， 与输尿管、 膀胱及尿道组成
人体的 “下水道”， 把尿液排出
体外。 尿石症， 就是在这条 “下
水道” 任意部位产生了结石的症
状， 尿液排出受阻， 对人们生活
及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2.尿结石带来的危害有什
么？

首先， 较小的尿结石， 容易
磨伤尿路黏膜引发出血 、 肾绞
痛， 较大的结石长期压迫尿路黏
膜容易导致上皮脱落、 组织溃疡
等症状； 其次， 尿结石容易引发
尿路梗阻， 导致肾积水， 影响肾
功能， 严重者会导致尿毒症； 最
后， 尿结石和尿路感染多会互为
因果， 相互作用， 加重患者尿结
石病情。

3.如何发
现尿结石？

B 超是最
常 用 的 方 法 ，
可以检查全泌
尿系统的结石，
X 线腹平片不
仅能确定是否
存在结石 ， 还
可以帮助医生
判断结石的位
置 、 特点和形
态等 。 除了 B
超及 X 线腹平
片， CT 也是诊
断泌尿系结石的一种重要手段，
可以发现 X 线检测不到的过小
或钙化程度不高的结石。

早日发现结石非常重要。 如
果不巧被检查出患了尿结石， 要
怎么办呢？

4.治疗尿结石的 N种方法
微创治疗尿结石是当代医学

的主流， 包括输尿管软镜碎肾结
石、 经皮肾镜下碎石、 输尿管镜
下取石与膀胱镜/输尿管镜下碎
石 、 体外冲击波碎石和药物排
石， 医生根据石头的位置大小选
择合适的治疗方法等。

5.如何避免产生尿结石？
除了多饮水 、 控制高蛋白

饮食外 ，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生
活习惯 ， 也可以帮助尿结石患

者尽快康复或避免再次复发 。
首先 ， 谨记不要憋尿 。 其次 ，
增加运动 ， 加快肾脏代谢 。 最
后 ， 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 ， 早
发现， 早治疗。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
见的疾病。 有的患者因为腰腹部
剧烈疼痛才发现有结石， 有的患
者因为出现血尿才发现有结石，
还有一部分年纪较大的患者发生
了排尿困难才知道有结石。 最夸
张的是， 有些患者承受了剧烈、
长时间的尿路 “刀割样” 疼痛，
直到排尿中出现石头的那一刻才
明白， 原来尿痛的 “真凶” 竟是
结石 。 应对结石 ， 还是要早发
现、 早治疗为好。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 胡瑾瑜

前不久 ， 王大爷在家门口
跳广场舞时不小心滑倒了 ， 摔
在地上动弹不得， 痛得直叫唤，
大家急忙把他送到医院 ， 拍片
后医生说 ， 王大爷股骨颈骨折
了 ， 得动手术 。 这么大把年纪
了能动手术吗 ？ 术后还可以跳
舞吗 ？ 王大爷心中充满了担忧
和困惑。

没想到的是， 王大爷住院 2
个礼拜后， 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
街坊邻居的视线中， 他在助行器
的帮助下， 走得毫不费力。 王大
爷高兴地说： “骨科医生给我这
受伤的老腿换了个零件， 再过段
时间恢复好点， 我又可以跟大伙
一起跳广场舞、 打太极了！” 王
大爷说的 “给髋部换个零件 ”，
是骨科医生给他做了个手术， 叫
做 “全髋关节置换”。 下面就让
我们走进这神奇的髋关节置换手
术吧！

什么叫髋关节置换术？
人体的髋关节是由髋臼跟股

骨头组成， 人工髋关节置换就是
用人造的髋臼跟股骨头替换受损
的髋关节， 恢复正常髋关节的活
动跟功能。

哪些人需要做人工髋关节置
换术？

髋关节置换术可有效治疗各
种终末期的髋关节疾病， 比如老
年人股骨颈骨折、 晚期的股骨头
坏死、 髋关节骨关节炎、 类风湿
性关节炎、 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髋关节结核、 髋关节周围骨肿瘤
等各种终末期的髋关节疾病。

髋关节手术成熟吗？ 术后恢
复好吗？

髋关节置换手术听起来创伤
很大 ， 其实随着医学水平的进
步， 髋关节置换已经是很成熟的
技术。 一个经验丰富的关节外科
医生 1 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一
例常规的髋关节置换手术， 患者
术后 1 天就可以下地， 2 周左右
出院。 随着对快速康复理念的深
入理解， 患者在术后可以很快地
恢复到接近以前关节功能状态。
不仅可以正常行走， 跳广场舞、
打太极、 游泳、 骑车、 旅游都不
在话下， 能够很快回到正常的生
活状态。

人工关节能用多久？
一般来说， 假体一般可以使

用 15～20 年左右， 只有极少数的

患者， 因为并发症的发生需要早
期进行翻修手术， 随着手术技术
的不断提高， 材料冶金学、 假体
摩擦界面 、 假体固定技术的发
展， 人工髋关节的使用寿命会越
来越长。

术后怎么保养人工关节？
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后 ，

一般强度的活动不需要特别限
制， 推荐散步、 游泳、 太极拳、
自行车 、 高尔夫球等运动 。 髋
关节后外侧入路的患者应避免
过度内收内旋及屈曲超过 90
度， 避免过度下蹲， 翘二郎腿，
防止关节脱位 。 避免参加高冲
击的活动， 比如跑步、 羽毛球、
篮球 、 足球及重体力劳动 ， 避
免人工关节使用寿命缩短 ， 翻
修的风险增加。

人工关节费用高吗？
目前湖南各个医院按照湖南

省医疗保障局要求， 已全面执行
人工关节国家带量采购政策， 假
体费用下降约 80%， 从 2022 年
中旬开始， 关节置换患者都能享
受到这优惠政策。

永州市江华县人民医院
骨科 唐炜

疝气， 主要指机体内某些
组织或者脏器脱离其正常的解
剖位置， 经先天或者后天产生
的薄弱点以及缺损孔隙， 进入
另一部位， 从而表现出的机体
反应现象。 该病对患者身心健
康影响显著。 当前， 临床针对
疝气的治疗有诸多方法， 以手
术治疗的实施较为普遍。 但即
使治疗获得理想效果， 仍然需
要配合展开高效护理操作， 以
防止疝气复发。

疝气术后近期护理

1.�合理展开手术创口护理
干预

对于疝气患者， 在完成手
术后， 通常无需选择抗生素实
施感染预防治疗。 但需要确保
手术创口敷料干燥清洁， 需要
及时展开换药工作。 此外， 需
要认真监测患者脉搏、 体温等
情况， 了解患者术后创口有无
发生疼痛以及红肿等情况。 如
表现出创口感染问题， 则需要
立即入院完成对应处理。

2.�合理展开手术创口疼痛
护理干预

疝气手术患者在完成手术后， 护理
人员需要就其实际情况加以了解， 合理
使用束缚带对伤口实施固定， 防止患者
手术后表现出伤口牵扯痛情况。 此外，
在患者突然用力咳嗽以及活动期间， 需
要用手对手术创口轻压， 以将腹部压力
降低， 从而缓解手术创口对患者造成的
疼痛。 针对手术创口表现出持续性疼痛
的患者， 可通过深呼吸活动将疼痛缓解，
也可通过对肢体按摩， 将疼痛缓解。 应
根据情形需要， 遵医嘱采取镇痛药物治
疗， 禁止私自乱用药物。

3.�合理展开阴囊水肿预防护理干预
如疝气手术在阴囊位置， 由于此位

置特殊， 且较为松弛， 所以如出现渗液
以及渗血等系列问题， 则会在阴囊中堆
积， 从而表现出阴囊水肿症状。 对此，
术后需要就阴囊水肿给予充分预防， 密
切注意术后创口是否发生渗液以及渗血
等问题。 如表现出创口血肿以及阴囊渗
血等情况， 则需要立即告知医务人员，
通过专业医生指导， 合理完成对应处理。

疝气术后远期护理

1.�合理展开运动护理干预
护理人员依据患者身体恢复情况，

引导患者进行适当运动， 逐渐增加运动
量， 对运动类型加以明确， 例如太极拳
以及慢走等。 此外， 在手术后 3 个月内，
禁止患者做造成腹压升高的动作， 例如
举重、 用力排便、 快跑以及骑车等。 告
知患者术后避免久坐， 防止出现下肢血
栓。

2.�合理展开饮食护理干预
饮食需要做到富含蛋白质， 例如饮

食中摄入鸡蛋、 鱼肉、 牛奶等， 通过进
食此类食物， 对手术创口愈合给予促进。
此外， 增加摄入富含粗纤维食物、 蔬菜
水果， 增加饮水量， 以促进大便通畅。
术后饮食避免辛辣、 生冷刺激， 防止疾
病复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医院
门诊预检诊室 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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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应对尿结石，早发现、早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