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国医学认为： 凡人体的肌表经
络遭受风、 寒、 湿三邪侵袭， 使气血
运行不畅而引起筋骨、 肌肉、 关节等
处的疼痛、 酸楚、 重着、 麻木和关节
肿大， 展伸不便等症， 统称为痹症。
关节炎即属 “痹症” 范围。

人体关节按其活动程度分为： 不
动关节， 如头颅的颅缝； 少动关节，
如骶髂关节 、 椎体间关节 ； 活动关
节， 如髋、 踝、 肘、 腕等， 人体大部
关节属活动关节。

关节炎有急性关节炎及慢性关节
炎， 它的发病原因很多， 如着凉、 受
寒、 潮湿、 劳累、 营养不良、 创伤感
染、 自身免疫性反应、 代谢障碍性疾
病， 以及物理、 化学中毒等， 都可引
起。 其中自身免疫性关节炎， 如风湿
性关节炎、 结核性变态反应性关节炎
等； 代谢障碍性关节炎， 如痛风性关
节炎等； 感染性关节炎， 如细菌、 病
毒等感染性关节炎 ； 血液病性关节
炎， 如血友病性关节炎； 物理及化学
因素性关节炎， 如铅、 氟中毒性关节
炎， 冻伤性关节炎等。 其他原因或原
因未明性关节炎， 如大骨节病、 牛皮

癣性关节炎等。
这些病因与职业、 工作环境及气

候条件， 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如
地质勘探， 井下、 水下作业及森林采
伐等， 因常年受潮湿因素的影响， 患
风湿性、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机会就比
较多。 我国北方地区因气候寒冷， 患
大骨节炎的人较多。 因职业关系的，
如木工、 锻工， 易发生肘关节骨性关
节炎， 搬运工、 掘进工由于关节长期
负重也易发生骨性关节炎。

关节炎患者由于发病程度不同，
所以表现症状也有所不同， 如有的肿
胀明显而疼痛不显著 ； 也有的无红
肿， 反而疼痛的程度较为严重。 但一
般说来， 关节炎病常局部表现为红、
肿、 热、 痛， 功能障碍， 甚至关节腔
内有积液、 出血或化脓， 个别的可出
现全身症状， 或炎症与全身性疾病同
时存在。 从年龄看， 风湿性关节炎多
发于20岁以前， 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
于20至40岁之间， 而骨性关节炎则多
发于40～60岁。

关节炎的诊断并不困难， 发现症
状后应及时就医。 通过临床检查， 再

辅以化验及X线检查等， 一般都能得
到明确的诊断。

关节炎的治疗 ， 一般应增加营
养， 适当休息， 避免伤、 寒、 潮湿，
并要注意关节功能的锻炼。 要针对病
因进行根治， 如： 扁桃体反复发炎或
化脓， 宜行扁桃体摘除术和对原发病
灶及全身性疾病进行治疗。 对症治疗
除服用药物， 还可采用封闭、 按摩、
针刺等疗法。 在中医辨症施治中， 对
关节肿痛、 不红不热、 游走不定、 阴
雨及受凉时加重、 舌苔薄白、 脉弦紧
的风寒湿痹者， 多以祛风散寒， 温经
止痛， 用乌头汤加减； 对关节红肿热
痛 ， 得冷则舒 、 发热口渴 ， 心烦不
安、 舌红苔黄、 脉弦滑而数的风湿热
痹者， 多用清热利湿， 疏风通络， 用
石膏知母桂枝汤加味。 对瘀痰阻络，
关节肿痛， 日久畸形， 皮下小结、 面
色晦黯、 舌有瘀斑， 苔薄自、 脉涩者
则采用祛痰化痰， 疏经通络， 用痛逐
瘀汤加减， 一般都较理想。 但对创伤
性关节炎或关节发生强直， 以至严重
畸形， 引起关节严重功能障碍者， 则
宜行手术治疗， 或换人工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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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上大学的儿子成了同性恋
我该怎么办？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E-mail： ldzzmys@126.com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工工会会提提供供心心呵呵护护
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心心服服务务

■生活小窍门

□本报记者 张晶

□聂勇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常见而多发的关节炎

【职工问题】

我儿子今年22岁， 正在上大学， 他学
习一直很好， 也很懂事。 可去年， 他突然
说是同性恋， 和学校的男生谈恋爱了， 还
说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觉得这孩子肯
定是被别人带坏了， 后来干脆让他先休学
回家。 我们一直在家劝导他， 可他非但不
听， 还割腕闹自杀， 还好我们发现及时。
请问怎么才能把我儿子变正常？ 有没有治
疗的办法？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您
好， 听到您的诉说可以感到您现在为儿子
的事情很着急。 作为家长， 突然听说孩子
是同性恋， 肯定特别震惊， 不愿相信这是
真的， 也有些担忧和害怕， 所以想尽办法
要帮助孩子治疗。

根据您的讲述， 当前， 最重要的事情
是先缓和你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稳定儿子
的情绪， 确保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如果
您愿意的话， 可以带孩子一起参加心理咨
询。 同时给您一点小建议， 先不要急着改
变孩子， 因为无论从医学角度还是心理学
角度， 有些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专家建议】

可以看出， 您对于同性恋这件事是持
否定态度的， 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其实，
很多人对这件事都有误区 。 同性恋不是
病， 只是性取向和大多数人不同而已。 关
于性取向， 是指一个人对男性、 女性或两
性产生的持久情感， 喜爱、 爱情或性吸引
的现象。 性取向一般按三个类别来探讨：
异性恋、 同性恋和双性恋。

您可能特别想知道， 您儿子为什么会
有不一样的性取向。 是被别人带坏了么？
目前为止 ， 科学家对于一个人形成异性
恋、 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具体原因还没有达
成共识。 尽管许多研究考察了可能会影响
性取向的因素， 例如遗传、 荷尔蒙、 成长
经验、 社会及文化的影响， 但尚无研究能
够明确证实性取向是由某个特定因素或多
种因素引起的。

对于家长来说， 突然间要接受自己的
孩子有不一样的性取向， 的确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情， 需要一个过程， 也需要家长和
孩子之间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增进相互之
间的了解、 理解和谅解。 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家长和孩子， 都要尽量理智， 不做出
伤害对方的事情， 不说伤害对方的话， 避
免不必要的悲剧。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接
受心理咨询的专业服务。

□邱园园

穴穴位位按按摩摩巧巧除除秋秋燥燥
秋燥是秋季感受燥热病邪引起

的一种外感热病， 病症特点是在一
般感冒的基础上，出现发热、怕冷 、
头痛、少汗、咳嗽少痰、咽干鼻燥、口
干唇裂等症状。 一旦出现这些症状，
如不及时防治，病症会加重，少数人
还会出现高热、抽风等现象。 为避免
这些症状，你可以自我按摩来调养：

足底按摩
按摩足底时采用拇指尖施压 ，

按压每个对应区的时间约50秒， 两
足分别按压， 每天可按摩1次或隔
日1次， 10次1疗程。 疗程之间可间
隔1-2天。

穴位按摩
内庭穴： 内庭穴是足阳明胃经

的荥穴， 在第二足趾和第三足趾之
间的缝隙交叉处。 荥穴可以说是热
症， 上火的克星。 每天早晚用大拇
指点揉100次即可达到一定的除燥
降火之效。

合谷穴： 合谷穴即我们平常说

的虎口。 由于这个穴位按摩起来也
比较方便， 因此没有固定的次数 ，
有空的时候按一按就可以了。

太冲穴： 太冲穴位于大足趾和
第二个足趾之间的缝隙向上1.5厘米
的凹陷处。 具体做法是，在按摩穴位
前，先用热水泡脚约10分钟，然后用
大拇指从下向上推揉3分钟即可。

拍打 “保健窝”
拍手心窝： 每天双手相互拍击

100-200次 ， 或用 拍 子 相 互 拍 击
100-200次， 使两侧手心窝都要能
拍到。

拍腋窝 ： 俗称 “胳肢窝 ”， 这
里有一个重要的穴位， 叫极泉， 此
穴位于腋窝顶点有脉搏的地方。 拍
打的具体方法是： 左手上举， 手掌
向上， 用右手手掌拍打左腋下； 再
上提右手， 用左手这样拍打， 每次
拍打30-50次， 反复5遍。

拍胭窝 ： 位于膝关节的后方 ，
屈膝时呈菱形。 取坐位或俯卧位 ，

自己或请家人用两手虚掌着力， 连
续不断地拍打两侧腿弯部(即窝处)。
可反复拍打100-200次。

拍肘窝： 也就是肘关节前方这
个地方， 可取坐位或仰卧， 一侧上
肢伸直， 肘窝向上， 用另外一只手
虚掌着力 ， 两侧交替拍打各100－
200次。

拍肚脐窝： 肚脐又名气舍， 是
人体真气的宅室， 如果经常配合按
摩或自我按摩这个地方， 可起到调
畅经络的作用。 具体方法是： 取坐
位或仰卧位 ， 用左右手虚掌着力 ，
腕关节固定或微动， 以肘关节的屈
伸活动为中心， 以前臂连续不断地
拍打肚脐100-200次 。 拍打时 ， 可
用腹式深吸气后进行。

拍腰骶窝： 即人体腰骶部形成
的 “窝”， 拍打这个部位时应该坐
着， 上身略前俯， 用左右手虚掌着
力， 纵向或横向连续拍打腰骶部 ，
反复3-5遍。

人体是通过关节的连接而形成统一体
的。 这骨与骨之间的结缔组织内的腔隙即为
关节。 关节炎是关节周围的关节囊、 肌肉及
肌腱发生病理性改变而出现炎性的临床表
现， 是一种常见的、 多发的、 对人体健康危
害较大的疾病， 患者又多为青壮年， 常因患
有慢性关节炎病而造成关节强直， 走路跛
行， 以致造成终身残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