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医院经常遇到这样的肩痛患者，他们

被当作“肩周炎”辗转于针灸科、疼痛科、理疗
科，拔过火罐，打过针灸、做过理疗，肩痛症状

就是不见好转。“为什么我的肩膀那么僵硬，
连提裤子，梳头的动作都不能完成？”“为什么

我的肩膀那么痛, 晚上经常会痛醒？”随着老
龄社会的到来，膝关节疼痛影响生活质量的

患者日益增多。

随着关节镜技术的快速发展，肩关节外
科医生发现：绝大部分肩膀痛不是肩周炎！

而是由“肩袖损伤、肩峰撞击症、钙化性肌腱
炎，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肩关节骨性关节

炎⋯⋯等十余种疾病引起。因肩膀痛被误诊
为“肩周炎”误诊误治、盲目锻炼，导致病情

恶化的现象非常普遍。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骨性关节炎不能得到正确诊断治疗的患者
也比比皆是。

为了促进全民健身运动，普及肩膝关节
知识，上海新华医院骨科举办第五届“肩痛、

膝痛讲堂”。10月 10日下午 1:30，上海新华
医院（控江路 1665号，地铁 8号线江浦路站
）骨科在科教楼一楼演讲厅，向广大患者介绍
肩痛膝痛的自我诊断、鉴别、康复方法。由新
华医院骨科的肩膝关节外科专家主讲。讲座

之后将赠送《肩膝关节健康》手册，现场将有
多位专家为广大患者进行现场咨询，欢迎患

者和家属携带相关病历和影像资料前往参
加。

上海新华医院第五届
“肩痛、膝痛讲堂”即将开课 叶雪菲

    不少人都为自己的一头秀发操

碎了心。护发素、发膜、发油⋯⋯齐
上阵，殊不知，其实是身体内部出了

问题。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中医
内科副主任医师孙琼介绍，发，即头

发，又名血余。发之营养来源于血，
故称“发为血之余”。但发的生机根

源于肾。因为肾藏精，精能化血，精

血旺盛，则毛发壮而润泽，故又说肾

“其华在发”。由于发为肾之外候，所

以发的生长与脱落、润泽与枯槁，与
肾精的关系极为密切。头发的生长

源于气血。气血旺，头发生长正常；
气血衰，头发变白、枯槁，甚至脱落。

事实上，临床上脱发也是有标准
的。正常情况下，成人每天掉 30~100

根头发都是正常的，如果发现掉得明

显比平时多，而且持续的时间超过

1~2个月，或者头发成块地掉，需要

引起注意。对于这部分人群，孙琼建
议，除及时就医外，还应保持作息规

律，劳逸结合，睡眠充足，心情舒畅，
合理膳食，并保证营养丰富均衡。日

常生活中，可食用以下食补方：
黑芝麻粥。 用黑芝麻一把 （约

10-30 克），加一把粳米（约 30-50

克）煮成粥，每日服用。具有生发、养
发的功能，对脱发有一定的效果。

黑芝麻枸杞粥。 用黑芝麻一把
（约 10-30克），枸杞（10-15克），粳

米（约 30-50克）共同煮成粥，每日

服用。 具有补肝肾、益气血的功能，

适用于头发早白，脱发等。

何首乌粥。取何首乌 30克。 粳

米 50克，冰糖适量；将何首乌煎煮
30分钟左右，取汁（可去何首乌渣）

加入粳米煮成粥，加入冰糖，每日服
用。何首乌能补肾精及生津养血，具

乌发、生发、养发等功能。 其是传统

等生发、养发良药。

核桃仁黑芝麻粥。 将核桃仁

500克，黑芝麻 500克研末备用。 粳
米 50克加水煮粥至七成熟，加入核

桃仁、黑芝麻各 10-30 克（因人而

定）煮熟即可，每日服用。 具有滋补

肾精，养血生发功能，适用于肝肾不
足血虚的头发早白、脱发等。

黑豆核桃肉桑椹粥。 用红枣 5

枚。核桃仁（10-20克），桑椹（10-20

克），黑大豆 30克。 粳米 50克共同
煮粥，每日服用。适用于肾亏血虚所

致的白发、脱发、稀发等。

此外，孙琼强调，肾虚是可能会
导致脱发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脱发

都是因为肾虚，所以在脱发时一定
要注意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才能对症就医。 (高媛)

脱发就是肾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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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明
原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第
二军医大 医学博士，发表学
术论文 30余篇，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一项,种植总监、

擅长微创种植及疑难治疗

战垠芳
华齿修复主任、中华口腔医学
会会员、国际数字美牙专家美
佳授权医生 、 擅长全口义齿
疑难处理，固定义齿修复 ，工
作经验丰富、有耐心、责任心

爱心提示：本次义诊名额有限，需提前电话预约、并保留报纸凭证。

□义诊时间：9月27日、29日
□义诊地址：黄浦区复兴东路1117号
（靠近老西门）

黄卫登字（2019）第 001156、001222 号

□义诊预约电话：6308 5207
□义诊报名短信：编辑短信“义诊+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132 9603 8498

口腔义诊通告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牙齿疼
疼疼！ 吃东西不敢用力嚼， 晚上睡觉更是折
腾！心想一定要找个时间去看牙医！但一不疼
了又拖了下来。 结果周围的牙。

经批准华齿携手多名牙科专家举行大型
口腔义诊活动。义诊期间特别开通（免专家挂
号费、 免费设计牙健康方案） 等多项绿色通
道， 应对各类牙缺失问题。 同时送出 80个
380元的爱牙大礼包! 机会难得，请大家抓紧
时间提前电话报名！

  生活中，许多人发现血尿往往

不会第一时间就医，认为多休息就
能好。其实不然，上海市徐汇区中心

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
医院泌尿外科执行主任王宇雄表

示，出现血尿一般是泌尿系统疾病
的早期症状，应及时到泌尿外科进

行 B超检查。此外，对于无痛性血

尿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很有可能是
膀胱癌的早期信号，应及时明确病

因。早期发现才能尽早治疗，否则一
旦病情发展至晚期，则只能通过切

除膀胱来进行治疗。

腰痛+血尿 小心泌尿结石

53岁的吴先生这两年偶有腰痛
及颜色非常淡的血尿，没有其他症状，

他一直不在意。在上个月的体检中，被
发现左肾有较大结石，已经 1厘米多。

“很多人不重视结石，觉得有些
疼痛忍一忍就过去了。”王宇雄介

绍，泌尿结石又称尿石症、尿路结

石，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和膀胱
结石。结石病“早防早治”很重要，否

则或将出现严重后果。根据结石的
位置以及个体感觉的差异，泌尿结

石可引起肾绞痛、腰部轻微胀痛、血
尿、无尿，严重者可出现感染性休

克、败血症、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结
石摩擦部位癌变等，有部分患者到

了病情晚期都没有明显症状。事实
上，这类病例等到有症状去就诊，可

能情况已十分危重了，甚至错过了

治疗的最佳时机。

王宇雄建议，对于泌尿结石的
患者，如果结石直径小于 5mm，一

般而言平时多喝水即可，或辅助药
物治疗；如果结石直径大于 5mm，

小于 1cm，患者可根据医生建议选
择体外冲击波碎石；如果大于 1cm，

患者还可选择经皮肾镜及电子输尿

管软镜治疗；如大于 2cm则需通过
经皮肾镜进行治疗。

无痛性血尿或是癌症信号

48 岁的林先生最近半年有过
几次血尿的症状，他以为是由于上

火导致，并没有重视。最近，林先生
正巧进行了单位体检，检查结果却

让他大吃一惊，B超显示他的膀胱
有个肿瘤，医生建议他进一步病理

检查。对此，王宇雄指出，膀胱肿瘤

不管是良性、恶性，都可表现为无痛
性、肉眼可见的血尿。但患者并非每

次小便都带血，所以该病易被患者
忽略或当成上火，吃点中药了事了。

王宇雄介绍，膀胱癌可发生于
任何年龄，但 40岁后发病率会逐渐

升高。膀胱癌的癌细胞常常生长于
膀胱内，血尿是肿瘤病灶血管破裂、

出血而引发的。这是因为，肿物的血
运非常丰富，相对容易出血，加上又

是新生血管，血管壁发育不完善，相
对容易破裂出血。无痛性的肉眼血

尿是膀胱癌的首发症状，若合并感
染可以伴有尿频、尿急、尿痛。但有

相当一部分患者无任何症状。发展

到晚期，患者会感觉到下腹部的疼
痛，肚子（憋尿有感觉的位置）摸到

肿块，这多代表膀胱癌已经发展到
晚期，丧失治疗机会了。

膀胱癌的血尿除了无痛易让人
掉以轻心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呈

间歇性，能自行减轻或停止，造成无

关紧要的错觉。有些患者一次血尿，
过一两个月才会再一次出现小便带

血，甚至有隔了 3个多月再出血。
“这些患者以为是上火、发炎等原因

造成的，自行吃药过两天症状消失
以为好了，就不来看病了。过几个月

又来便血，又自行吃药解决，如此往
复就把疾病给拖延了。”

女性血尿也应至
泌尿外科检查

不少女性出现血尿后，第一反
应是去妇科检查。但王宇雄表示，其

实女性出现血尿，多数是由于尿路
感染，但也应警惕膀胱癌的可能。尤

其是间歇性的血尿，往往会让患者
掉以轻心。专家提醒，血尿停了不等

于病就好了。若延误了肿瘤诊治的

时机，必然会带来不同的治疗结果，
早期膀胱癌可以保留膀胱，切掉肿

瘤就可以了；而晚期膀胱癌浸润至
肌层，却要切掉整个膀胱，而且治疗

效果要差很多，生活质量也大受影
响。总而言之，任何不适都没有的血

尿，是泌尿系肿瘤（如肾、输尿管、膀

胱、前列腺肿瘤）的一个信号，不管

性状如何，出现这个症状，建议先进
行尿常规检查还有泌尿系统 B 超

检查，必要时再进一步 CT检查，根
据结果再确定是否需要接受膀胱镜

检查确诊。

团队壮大助力百姓就医

2016 年 4 月徐汇区—中山医
院医疗联合体成立以来，依托于中山

医院泌尿外科平台，在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郭剑明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副

主任医师姜帅副教授的带领下，徐汇
医院泌尿外科进一步增强了在泌尿

系肿瘤方面的团队力量。在引进新技
术及新设备基础上，重视各级医师专

业技术能力的培养，使其临床能力不
断得到锻炼与提高。

在这个共享平台下，徐汇医院的

泌尿外科团队不仅与中山医院泌尿
外科进行同质化管理，在就诊环境、

就诊流程等多方面得以改善，还能及
时通过视频等方式互相交流，及时更

新最新知识，医、教、研等多面开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泌尿外科———

出现血尿要警惕 或是泌尿结石及肿瘤“找上门”

郭剑明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上海市徐
汇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泌尿

外科行政、学术主任及学科带头人

对泌尿外科各类疾病诊治经验丰富，完成诸多高难度手
术，涵盖肾癌、前列腺癌、膀胱癌、肾上腺肿瘤、复杂尿路结石

等，治愈了大量患者。 擅长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肾癌保肾手术、全膀

胱切除术；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等复杂手术。 曾作为卫生部派遣专家救治三聚氰胺
结石宝宝。承担多项国际国内多中心新药临床试验。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课题。培养研究生29名。发表论文160余篇，第一或通讯发表SCI论文60余篇。专
利4项。 获上海医学科技奖、上海抗癌科技奖以及3项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奖。

王宇雄 主任医师 博士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徐汇医院泌尿外科执行主任

擅长微创经皮肾碎石术， 以及输尿管软镜钬激光
碎石术 、前列腺等离子剜除术、腹腔镜肾及肾上腺，前

列腺、膀胱癌手术等。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男性疾病方面

也有独到的研究。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副主编专著一部。

专家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