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很多人都会出现晨僵现象，起床后
双手僵硬持续数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有时还
伴有膝关节隐隐作痛、不能灵活伸直弯曲，
甚至等到中午，“僵硬”症状才能逐渐恢复，
这是怎么回事？来听听南京市中医院风湿
病科主任徐蕾怎么说吧！

徐蕾介绍，出现晨僵的原因是由于关节
病患者在睡眠或活动减少时，受累关节周围
组织渗液或充血水肿，引起关节周围肌肉
组织紧张，使关节肿痛或僵硬不适。随着
肌肉的收缩，水肿液被淋巴管和小静脉所
吸收，晨僵自然也随之缓解。徐蕾表示：晨
僵并非类风湿关节炎的特异症状，不少风
湿性疾病都可以出现，如骨性关节炎、干燥
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
银屑病性关节炎、反应性关节炎等，常发生
在肥胖人群、绝经后的女性及有关节疾病
病史的患者等。

那么引起起关节晨僵、关节疼痛有哪些
原因呢？专家介绍，主要有以下四类原因。

原因一：受寒
受寒着凉是诱发关节炎的一大原因。

如今的年轻人只追求美丽，在寒冷的冬天，
没有做好保暖工作，易出现关节受寒的情
况。当关节受寒的时候，很容易让关节出现
疼痛感，加重关节炎。常常居住在潮湿的环
境中，由于潮湿环境的稳定性低，会造成关
节液渗出减少、关节腔压力增大，久而久之
便诱发关节痛。

原因二：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逐渐出现退行性

改变，患上骨性关节炎的概率会逐渐攀升，
老年人中软骨中粘多糖的含量减少，骨性韧
性降低，遭受到创伤，一般在50岁人群中
多见，甚至最早出现在42岁。

原因三：肥胖
体重过重往往会增加关节的负荷，导致

姿势或是行走步态的改变。肥胖人群由于
本身体重过大，这样就会导致下肢一直受到

压迫，因而关节软组织也会遭到很大的磨
损，大多数肥胖患者的膝关节病变集中在内
侧软骨。如果不能及时减肥，患关节炎的几
率便会大大增加。

原因四：过度运动
过度运动会造成骨关节的过度负荷，导

致关节软骨损伤，尤其是一些原本就有关节
病的患者，过度运动或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会
使局部关节受到更大的刺激和磨损，从而加
重症状。

冬季如何缓解关节晨僵、关节疼痛？徐
蕾建议，关节疼痛时，可运用温毛巾热敷关
节疼痛处，以达到消炎、消肿、促进血液循
环、促进炎症的吸收、温和有效地缓解膝关节
的疼痛和僵硬感，改善膝关节功能，但膝关节
急性发作期，尤其是膝关节红肿发热时，徐主
任提醒道：不建议用热敷的办法消肿止痛，以
免加重局部肿胀，可通过外用止痛膏药或穴
位敷贴，也可选用扶他林乳剂。症状严重者
可在专科医生指导下口服药物控制病情，病
情较重者可接受手术治疗。

中医认为膝关节疼痛是由于正气虚弱，
外感风寒湿邪，或跌打损伤致气血淤阻，痰湿
内生，流注于肌肉关节而发病，属于痹证范
畴。徐主任介绍道：“膝乃筋之府”而“肝主
筋”，在饮食上想营养自己肝血的话，大家要少
吃高脂肪食物，多吃高蛋白、高钙食物。还可
以在中医师指导下进行针灸按摩、中药熏洗、
中药外敷、中药内服等内外兼治的方法，外加
功能锻炼的配合，加以综合治疗。

另外，徐主任建议平时注意保养关节，
避免风寒湿邪侵袭，要防止受寒、淋雨和受
潮，关节处要注意保暖，不穿湿衣、湿鞋、湿
袜等，合理运动，劳逸结合，把握好作息时
间。尽量避免长时间站立及走远路，发现问
题及时寻求医生帮助，就可尽早摆脱关节病
痛的困扰。

通讯员 张明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冬季晨僵别紧张
预防小妙招学起来

-7℃~-2℃

-2℃~9℃

气象站

今日

明日
多云到晴,西

北风4-5级

阴 有 中 雨 转 雨
夹雪或雪，雪量中到
大，偏东风 4 级

E-mail:njcb_minsheng@sina.com
请记住我们的QQ号码：1093452467

专长：建筑工程/知识产权/银行金融/
医疗纠纷
热线秘书：13382014668

明日值班律师：
丁晓茹

北京市德贤（南京）律师事务所

今日值班律师：
韩家佳

北京市德贤律师事
务所

乔医生

) 84707313
（周一至周五9点-17点）

210092 南京市
江东中路369号

南京晨报乔医生收

通联

扫描二维码，登
录“南京晨报乔医生”

（微信号 njcbqys-
xhby）官方微信，就
可预约南京各大医
院专家号。

A16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责编：江艳 美编：张家俊 校对：孙静特别服务

新 闻 热 线 ：025-84701110 职 业 道 德 ：025-58682305 总 编 办 ：025-58682301 传 真 :025-58682306 分 类 信 息 ：025-58682303 发 行 中 心 ：025-84707526

夫妻间财产能否约定

李先生：夫妻可以约定婚内财产
归谁所有吗？

答：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
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
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

公务人员能否随意泄露
公民隐私

陈女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的
公民个人隐私及信息可以随意泄露吗？

答：不可以。国家机关、承担行政
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
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
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
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父母再婚 子女还有赡养
义务吗

郑女士：父母再婚后子女还要履
行赡养义务吗？

答：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
利，不得干涉父母离婚、再婚以及婚后
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
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不满意单位调动辞职 能
否获补偿

陈先生：合同期满后，单位一直未
与我续签合同，现对我另行安排工作
岗位，我因而辞职。请问能否得到经
济补偿？且原单位从未为我缴过保
险，是否违规？

答 ：陈先生因单位未给其缴纳
劳动保险及无理的工作调动而辞
职，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单位应
当支付陈先生经济补偿。另外，单
位未为员工缴纳保险费用，是劳动
违法行为，陈先生有权对此事实进
行举报。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扫码咨询

健康问答

瞿先生：女儿27岁，怀孕1个月时不知
道，吃了阿莫西林分散片、克拉霉素、胶体
果、麦斯林和奥美拉唑，会否有影响？

南京市第一医院 产科主任医师
徐友娣：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考虑药物会
有影响，可以考虑补充叶酸片、定期孕
检，做唐氏筛查和三维彩超检查。专家
门诊时间：周二全天。

吴女士：女儿11岁，左侧下方一颗牙齿
一直不掉，新牙在原来位置萌出后，原来的
牙齿被顶歪90度，还连一点在上面，请问什
么原因？是继续等一等，还是拔掉？

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
医师 冀堃：这是儿童换牙期间经常发生
的一种情况，叫做乳牙滞留。通常是由
于乳牙牙根没有充分吸收，或与周围组
织有粘连而不能及时脱落。这时就需要
尽快拔除滞留的乳牙，让继承恒牙能够
顺利萌出，从而建立正常的咬合关系。
专家门诊：周三、周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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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南京市第一医院河西分站
院前急救医师及时识别、转运一例非常凶险
的急诊肺栓塞患者，患者年仅30岁，是一
位顺丰快递小哥，通过院前与院内医疗救治
的高效衔接，专科检查确诊后做了急诊手
术，目前康复良好，准备出院。

“第一医院河西急救站吗？我是调度
总台，月安花园有一个患者发生呼吸困
难，需要紧急送到医院。患者的信息和联
系方式随后发至手机上”。第一医院院前
急救医师王晓棣立即回拨了电话，了解情
况，随后与急救车司机和护士紧急出发。
救护车开到小区内，王晓棣连同护士和急
救员，带着担架车，奔到患者的家里。只
见躺在床上的小李呼吸急促，房间弥漫了
一股药酒的味道。“患者血氧饱和度低，只
有90%，血压正常，有呼吸衰竭。”这时，
职业的警觉再次提醒王晓棣，“患者最近
是否受过外伤？”，患者的妻子很焦急地回
答道：“前段时间送快递的时候摔倒了，腿
摔伤了，为图省事，就没到医院看，自己在
药房买了个药酒涂涂，哪想到今天突然间
气透不过来。”

作为心胸外科医生的直觉，考虑急性肺
栓塞可能极大患者已经呼吸衰竭，每耽误一
分钟，就可能增加一分风险。王晓棣顾不上
太多：“姐，大哥这病可能是肺栓塞，这个病
很凶险，有生命危险，得马上转运到医院抢
救，请你相信我。”患者的妻子怔住了，她万
万没想到自己丈夫的病有这么重，只是摔倒

躺了几天，就会有生命危险，看着王晓棣殷
切而真诚的眼神，她选择了相信。

五楼的楼层不算高，但为了赶时间，
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只为和死神赛跑。下
楼的时候，护士王雨扭伤了脚踝，咬咬牙，
继续干，这是一条年轻的生命。患者上了
车，司机拉响警报，以最快的速度向市第
一医院急诊疾驰。8分钟后，患者到达医
院急诊，过床、分诊、进抢救室、吸氧、打开
静脉通道，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操作，每
天都在急诊抢救室中上演。王晓棣和抢
救室医师交代了病情，医师很快安排了急
诊肺动脉CTA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双侧
肺动脉栓塞”，介入科医师很快赶到，安排
了急诊手术。

据专家介绍，急性肺栓塞是由于内源性
或外源性栓子堵塞肺动脉主干或分支引起
肺循环障碍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征。多
数急性肺栓塞患者表现为不明原因呼吸困
难、胸痛、晕厥和咯血等症状，严重时可引发
肺动脉高压、急性肺源性心脏病和肺梗死等
并发症。如果及时确诊可以治愈，耽误治疗
则预后较差，严重时可致死亡。

院前急救医师作为一个“24小时随时
待命，与死神抢时间”的职业群体，一直战斗
在生死最前沿，每当急救电话响起，急促的
鸣笛和闪耀的急救灯，风雨无阻、争分夺秒，
只为一个目标：为了重燃生的希望。

通讯员 唐其江 章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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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扁平苔藓的防与治
口腔黏膜发红、充血，甚至糜烂，可

要注意了，多数是口腔扁平苔藓找上门
了。那么，如何应对这一口腔疾病，我们
一起来听听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
科医生宋月凤的解答。

宋月凤介绍，口腔扁平苔藓是一种
常见的慢性炎症性口腔黏膜病，其具体
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倾
向于认为OLP是一类T细胞介导的自
身免疫性疾病，其他发病因素还包括：遗
传因素、感染、内分泌、精神因素等。

口腔扁平苔藓病损多样，可表现为
口腔黏膜对称的白色斑纹、充血发红、糜
烂伴疼痛等。若仅表现为轻微的白色斑
纹，无明显不适症状，则不必太过紧张，
保持情绪稳定，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进食
粗糙和过烫过辣的食物。如口腔卫生较
差或口内有残冠残根，需及时到医院就
诊治疗，消除黏膜的刺激因素。

宋医生提醒，如果出现了较为严重
的糜烂，患者在进食或刷牙时会有明显
的刺激不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由于扁平苔藓
的症状与患者的情绪密切相关，负面情
绪可能加快疾病进程，故而患者需调节
心情，避免焦虑，才能使病症逐渐好转。
此外，保持规律、清淡、营养均衡的饮食
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认真做好口腔清
洁，这些良好的习惯都缺一不可。

通讯员 成琳 吴梦羽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疾病与健康

门诊故事

第一医院院前急救
挽救一例急诊肺栓塞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