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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罕见病日关注两种罕见血液肿瘤
每年2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罕见病日，国际罕见病日的设立，
旨在促进社会公众和政府对罕见病及罕见病群体面临问题的认
知。如今提起罕见病，公众似乎并不感到陌生。若干年前的一场“冰
桶挑战”网络公益行动，让“渐冻症”这一罕见病尽人皆知。事实上，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罕见病有6000多种，而且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并
不被大众所知，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套细胞淋巴瘤这两种发病
率分别为0.23/10万和0.16/10万的血液肿瘤疾病就位列其中。
60 岁老年人是高发人群

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主 状，此时应及早到医院血液科进
任周道斌教授介绍，慢性淋巴细 行更多检查。
套细胞淋巴瘤（以下简称
胞白血病（以下简称“慢淋”）是
一种 B细胞慢性增殖性血液肿 “套淋”）属于淋巴结套区的 B
瘤。B细胞功能异常，导致慢性 细胞淋巴瘤细胞遗传学发生基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发生。其发病 因突变后的产生的疾病，和“慢
较为隐匿，没有典型的症状，发 淋”不同，
“套淋”的症状较为典
病初期往往出现盗汗、过度擦 型，以淋巴结肿大为主，患者可
伤、频繁或严重的鼻血、牙龈出 通过淋巴活检进一步诊断。
血、淋巴结肿大、疲倦、乏力、呼
从发病率来看，周道斌教
吸短促、体重减轻、脾肿大引起 授表示，这两种血液肿瘤疾病
的胃部疼痛或饱胀。这种血液肿 的发病人群均主要集中在年龄
瘤疾病往往在血液常规检查中 60岁左右的老年人，且男性发
被发现，表现为外周血淋巴细胞 病率均高于女性。西方人较东
水平异常偏高，尚无其他躯体症 方人更为高发。
经济因素成为患者“心病”

遗憾的是，目前医学的发
展并没有达到能够治愈这两种
血液肿瘤疾病的程度，但是通
过化疗和靶向药物治疗，患者
可以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生
活质量会显著提高。
周道斌教授表示，由于副
作用，传统的化疗药物对这两
种罕见的血液肿瘤疾病患者而
言并不会使其生存质量提高，
只能做到控制疾病发展的目
的。而靶向药物的应用可以使
患者的躯体感受更好，生存质
量更高。目前，掣肘“慢淋”和
“套淋”患者获得更好预后的因
素主要是经济因素。由于治疗
这两种罕见血液肿瘤疾病的靶
向药物目前尚未纳入医保目
录，患者及其家庭需要自行掏
钱买药。“平均下来，一个‘慢

淋’或‘套淋’患者一年仅靶向
药物的花费就在 20万元左
右，考虑这类药物需要长期服
用，对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来
说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据中国淋巴瘤患者组织
“淋巴瘤之家”公布的《慢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和套淋巴瘤患者
调研》数据，超过 75%的“慢
淋”或“套淋”患者在治疗上的
花费超过 10万元，但 78.4%的
患者家庭年收入在 10万以
下。周道斌教授强调，由罕见
病导致的经济副作用应进一
步得到重视。他呼吁，应尽早
让带来治疗变革的新药纳入
医保，让“慢淋”和“套淋”患者
能早日获得更新更有效的治
疗药物。
北京晨报记者 孔瑶瑶

■健康新知

更年期提前可能提高心脏病风险

英国牛津大学一项研究显
示，更年期提前、即 47岁前绝
经的女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
较高。
研究小组审视英国生物医
学库内 26.7万名女性和 21.5
万名男性的数据。所有研究对
象年龄介于 40岁至 69岁，身
体健康，无心血管疾病史。随访
7年后，综合研究对象的年龄、
身高体重指数、吸烟史、血压、
糖尿病等因素，研究人员发现，

47岁前绝经与不早于 47岁绝
经的女性相比，罹患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高 33%，罹患冠心病
和中风的风险同样较高。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月经
初潮年龄早于 12岁的女性罹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于 12
岁以后初潮的女性，中风和冠
心病风险也较高。另外，流产、
死产、子宫切除术和卵巢切除
术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高有关
联。
（据新华社）

■健康速递

摩罗丹提醒上班族注意节后综合征

春节期间，放肆玩耍容易
使身体超负荷运转。假期结束，
不少人患上了“节后综合征”。
上班提不起精神，工作效率低，
甚至有不明原因的恶心、焦虑、
厌食、肠胃不适等症状。摩罗丹
提醒广大上班族应调整心态，
正确面对节后综合征。首先要
回归正常作息，放松身心，从假

日的松散状态逐渐调整回来；
其次是制定工作计划，量化安
排，明确每天的任务；再就是合
理饮食，多吃蔬菜水果等清淡
食物，以缓解因节日吃得太丰
盛而导致的肠胃压力；最后则
要适量运动，保持身心健康。摩
罗丹同时提醒，如果出现胃部
不适，应尽快进行专业治疗。

预防膝骨关节病
股内侧肌肉锻炼很重要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又称膝关节增生性关节炎、退行性膝关
节炎、退行性膝骨关节病等，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或丢失及
关节边缘和软骨下骨质再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炎症。 该病始发
部位在软骨，以老年人群最为常见，男女均可发病，且随着年龄
的增长，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60 岁以上人群
50％X 光片有骨性关节炎的表现， 其中 35％~ 50％有临床表
现；75 岁以上者 80％有骨性关节炎症状。 很多患者膝关节疼痛
变形，无法行走，长期受到关节疼痛困扰，最后只能进行膝关节
置换。 美国每年施行的全膝关节置换术达 50 万例以上，我国每
年施行的全膝关节置换术达 20 万例以上。 如何有效地预防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发生、延缓疾病进展、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成为骨科治疗的重点。

■小贴士
日常锻炼股内侧肌肉的方法

走路姿势脚尖时刻是朝前
处于松弛状态，容易萎缩。
平时由站到坐位，或者由坐
2 到站位时，要保持膝关节朝向正
前方向，并保持膝关节稳定，两
膝关节间隙保持不变。
平时处于坐的状态时，尽量
3 保持两侧大腿内收状态，膝关节
朝正前方。
如果平时上下楼梯疼，可以
4 通过快走，慢跑来锻炼股四头肌
缺乏科学运动是重要致病因素
以加强股内侧肌肌力。
专门的股四头肌内侧
膝骨关节病是多因素导 律运动的习惯。而生活中一些 5
头练习。
致的，包括软骨营养，代谢异 不正确的站姿坐姿，容易引起
膝关节处在 0～20° 之间的任一
常，生物力学应力平衡失调 股内侧肌肉废用性萎缩，进而
等，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患 导致股四头肌肉分布失衡，引 位置静止不动，踝关节挂重物抗阻力练
者都是因为平时缺乏科学的 起髌骨在屈伸过程中轨迹偏 习：目的是练习日常生活中不容易练到
运动引起的。膝关节病患者大 向外侧，使得髌骨和股骨摩 的股四头肌内侧头（即股四头肌最内侧
多数病情发展漫长，短的几 擦，这就是早期膝关节在上 的那部分肌肉）。方法是脚上挂重物坐
年，长的十几年。很多患者早 下楼梯疼痛的一个重要原 在床边，膝关节先完全绷直，此时膝关
期膝关节疼痛开始出现在上 因。若长此以往，必然导致髌 节处于 0° ，然后慢慢屈膝，使之到屈
下楼梯的过程中。一般的查体 股关节磨损加重，引起滑膜 膝 20° ，再慢慢伸直到 0° ，这就是
就是髌骨周围有轻压痛，股四 炎的生成，炎症腐蚀关节，最 0°～20°的概念。如此反复几次，就可
头肌肉都很弱，特别是股内侧 后引起关节畸形，最后只能 以找到一个在 0° ～20° 之间不痛的
角度，呆着不动，与踝关节上挂的重量
肌肉。这些患者普遍都没有规 手术治疗。
抵抗。直到坚持不了才休息半分钟到
一分钟。
保证膝关节健康需要髌骨受力均衡
踝关节处所挂的重量以一次在
0
2
0
°
的某个角度能够坚持 3-5分钟
正常情况下，髌骨能在股 如果髌骨两侧股内股外侧肌
如果太轻，活动 10分钟都没有感
骨髁滑槽内沿着一定的轨迹 肉力量分布不平衡，髌骨必然 为好。
或太重 1分钟也坚持不了，都不能
稳定地运动。而这是和一套平 会向力量大的一侧移动。因此 觉，
使得练习效果满意。每次的一定角度
衡的受力有关系的。髌骨受力 这时髌骨就离开它的固定滑
所有时间总和
包括股四头肌、髌韧带拉力， 槽，与不匹配的股骨软骨面发 抗阻练习加上中间休息，
应该在
2
0分钟
3
0分钟左右。
髌股关节压力，它们形成一个 生摩擦，反复摩擦就导致软骨
可以前往健身房利用大腿
平衡系统，其中以股四头肌力 的磨损，导致膝关节疼痛，长 6 内收肌训练机锻炼。大腿内收肌
的分布关系最密切。股四头肌 期就引起膝股关节病的发生。 训练机上就座，脚踏踏板。调整大腿挡
的股内侧肌和股外侧肌是引 所以说保持髌骨的内外力量 板的位置，使之紧靠大腿内侧膝盖的部
起髌骨内外移动的重要因素。 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位。如果你使用的器械有重量释放装
置，利用这个功能慢慢将重量加在大腿
锻炼股内侧肌肉能有效预防膝骨关节炎
内侧。双手握住座椅两侧的手柄，背部
以保持身体稳定。双腿用力
由于人体肌肉分布的特 股内侧肌肉锻炼达到整个髌 靠紧靠背，
向内夹紧，
直到相互接触。为了防止双
点和人们的不正确生活习 骨在屈伸状态下的平衡状 腿触碰后的反弹，不要用爆发力做这个
惯，大多人都出现股内侧肌 态，是预防膝骨关节病的一 动作，发力应该相对和缓一些，完成一
肉弱于股外侧肌肉的倾向， 个关键因素。通过科学的股
2～3秒钟。
从而引起髌骨在屈伸过程中 内侧肌肉锻炼可以预防膝骨 次动作大约用时
科学的运动需要长期的坚持，
都出现了相对正常轨迹外 关节病的发生，延缓膝关节 之以恒，循序渐进，切不可操之过急，持
也
移。某种程度上来说，股内侧 病的加重，减轻膝骨关节病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短期运
肌肉的萎缩是膝骨关节病发 患者疼痛程度，改善患者的 动量太大，也容易损伤关节。预防延缓
生的始作俑者。所以说强化 生活质量。
膝骨关节病，就从科学地锻炼股内侧肌
肉开始吧。
（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医生 喻智慧）

1 的，脚尖如果朝外，内侧肌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