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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上半年开始， 40 岁的常
女士就一直被耳内游走性刀割样疼痛
困扰， 经常失眠。 她曾到几家综合
性医院、 耳鼻喉专科医院走了个遍，
不但没找到病因， 反而越来越厉害。
后来，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 常女士
来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找到了脊柱病康复诊疗中心的胡智
宏医生。 胡医生详细询问了常女士
的病情， 通过触诊得出常女士寰椎
（即第一颈椎 ） 左平移 、 右倾 、 左
旋， 颅骨后伸， 第三颈椎反弓。 正
是这些关节位置的改变， 压迫耳部
神经和血管， 使常女士产生了游走
性疼痛。 经治疗后， 常女士耳朵游走
性疼痛大为好转。

胡智宏医生介绍， 据统计， 90%
以上的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脊柱健康
问题， 长时间开车、 用电脑、 看电
视、 吹空调等都可能引发。 现在， 有
很多慢性病久治不愈， 我们不妨换个
角度， 从脊柱相关病方面考虑。

潘芳 宫丹丹

突发性耳聋为多种原因或部分不
清原因引起的 ， 常在数分钟到数小时
内发展成半聋或全聋的感音神经性耳
聋 ， 也称作 “暴聋 ” 或突聋 。 常见临
床表现为耳聋、 耳鸣、 眩晕、 耳堵塞、
眼震， 有时伴有恶心及呕吐。

突发性耳聋治疗的关键是尽早采取
有效措施， 因为病后 3 周内是疗效最高
的时期， 3 周后治疗的有效率明显减低，
所以应将突发性耳聋作为急症对待。 本
病经治疗 1/3 患者可治愈， 1/3 患者好转，
1/3 患者无明显疗效。 合并耳鸣需要长时
间的治疗才能好转和消失。 该病治疗越
早， 预后越好。 治疗期间应定期作测听
试验， 若听力不断改善者， 治疗不宜中
断， 多次复查不变者才考虑停止治疗。

湖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护师 刘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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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刊耳病

耳鸣， 是指自己感觉听到了外
界并不存在的声音。 耳鸣声有的如
细雨沙沙， 有的如秒表滴答， 有的
像雷声轰轰。 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
有过耳鸣的经历， 多数为生理性耳
鸣， 可以自行消失。 持续性耳鸣轻
者安静时方觉耳鸣， 重者扰得人心
烦意乱， 睡眠不宁， 这时耳鸣可能
已成为一种疾病。

耳鸣产生的机制很复杂， 影响
因素较多， 除不同的病因、 不同的
病理过程可引起耳鸣外， 患者精神
心理状态对耳鸣的觉察亦有较大的
影响。

恼人的耳鸣能够治好吗？ 回答
这个问题之前， 先要说明何为 “治
好”。 在这里治好有两个方面的含
义， 一种是耳鸣消失， 另一种是耳
鸣适应。 耳鸣适应是指耳鸣声仍存
在， 但已经对其适应和习惯了， 耳
鸣不影响人的情绪、 睡眠、 工作、
生活等。

开始耳鸣治疗前， 医生一般要

仔细了解病史。 开始治疗的第一步
是努力确定耳鸣的病因， 若能找到
原发病变， 并采取特殊治疗， 则能
获得较好的效果。 如耵聍栓塞、 急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糖尿病、 咽鼓
管阻塞、 鼓室体瘤、 听神经瘤、 血
管畸形等， 多可通过解除病因使耳
鸣得到治愈。 如病因无法确定， 或
是病因虽能确定但却无法治愈， 这
类耳鸣患者应进行个体化综合治疗，
包括药物、 心理治疗及声治疗等。

目前， 虽然尚未发现可彻底治
愈耳鸣的药物， 但某些药物对耳鸣
有短期疗效， 如血管扩张剂、 改善
内耳组织的能量代谢药物以及利多
卡因以及其他抗惊厥药等。 如果有
明显的焦虑或抑郁等症状， 可适当
选用抗焦虑、 抗抑郁药。 心理治疗
是耳鸣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与适当的药物治疗相结合可消除患
者的焦虑症状。 耳鸣再训练疗法包
括指导性咨询和声治疗。 咨询的内
容包括 ： 明确告诉患者耳鸣的病

因、 治疗方案、 预后， 让患者对耳
鸣的相关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解答患者疑问； 转移注意力， 形成
条件反射， 一旦想到耳鸣立即把注
意力转移开； 松弛训练； 保持积极
愉快的情绪。 声治疗原理是通过背
景声音避免患者处于 “安静” 的环
境。 通常采用低强度的声信号或自
然声音掩蔽部分耳鸣声， 分散注意
力， 减轻精神压力等。 用于声治疗
的声音多样， 如流水声、 海浪声、
鸟鸣声、 音乐、 广播和电视节目等
等， 原则是不能引起任何不适感，
其响度应小于耳鸣声。 这一疗法的
目的是， 使患者尽快达到对耳鸣的
适应和习惯。

耳鸣并不可怕， 通过针对病因
治疗或耳鸣的个体化综合治疗， 绝
大部分耳鸣能够治好， 使耳鸣消失
或即使存在但不影响个人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耳鼻喉科 孔维佳 张甦琳

近日 ， 南京市第二医院耳鼻喉
科统计发现， 该科近两个月来接诊
了 20 余例外耳道真菌病患者 ， 其
中有首次就诊者， 也有反复就诊患
者。 此类患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外
耳道瘙痒 ， 瘙痒有时延至耳根部 ，
耳道持续流脓， 呈黄水样或含豆渣
样物的液体， 夜间瘙痒严重， 严重
影响患者睡眠和生活。

据该科王玉红主任介绍 ， 外耳
道炎为耳鼻喉科门诊常见病， 此病
多因外耳道皮肤受外伤 ， 受到不干
净的水或其他分泌物的浸渍， 使外
耳道皮肤丧失防护能力， 病菌得以
侵入 。 如用不洁物挖耳 、 污水入
耳、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分泌物的浸
渍 、 滥用滴耳药物等都是致病因
素 。 其中真菌性外耳道炎并不少
见， 患者常感耳内剧痒， 侵及鼓膜
则可出现耳鸣及听力障碍 ， 外耳道
内有潮湿感 。 如有细菌混合感染 ，
则可出现耳痛、 耳流脓症状。

专家提醒， 预防外耳道炎 ， 首
先应戒除挖耳的习惯， 特别是用公
用工具挖耳的习惯； 其次防止污水
入耳 ， 如游泳时尽量使用防护耳
塞 ； 患有中耳炎的朋友需积极治
疗， 保持干耳最理想， 勿滥用滴耳
药液 。 如使用抗生素滴耳液效果
差， 应警惕伴有真菌感染， 应及时
至正规医院诊治。

嵇旭东 陈萍4 岁的路路前几天患了感冒，
妈妈给她服了药。 可前天夜里，
路路突然哭着说耳朵痛， 还不断
地抓挠耳朵， 妈妈急忙带她去江
苏省人民医院就诊。 急诊医生经
过检查发现， 路路的耳膜红红的，
原来， 她得了急性中耳炎。

为什么感冒后会得急性中耳
炎呢？ 该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程雷
教授解释说， 这和人体的解剖结
构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鼻
腔的后面 （鼻咽部） 两侧各有一
根管子和耳朵相通， 这根管子就
叫咽鼓管。 咽鼓管有维持中耳气
压平衡 ， 引流中耳分泌物的作
用。 在成年人， 咽鼓管长约 3.5
厘米， 耳朵这一头高， 鼻咽部这
一头低， 而且常处于塌陷状态，
只有在打哈欠和咀嚼的瞬间才开
放， 所以成年人鼻咽部的病原体
并不容易进入中耳。 而儿童咽鼓
管较成年人短、 平、 宽， 新生儿
只有约 1.9 厘米,相对来说， 患中
耳炎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专家提醒， 如果孩子出现发
热 、 拍冷 ， 伴有吸吮 、 吞咽疼
痛， 或者说耳朵痛、 反应迟钝等
情况， 应考虑急性中耳炎， 要及
时就诊。

周骁俐 周宁人

恼人的耳鸣
】】

�����“我在高考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出现了耳鸣， 因在上学， 就一直拖， 后来去了一
家医院什么检查都做了， 医生只告诉我没得治， 开了点丹参片、 谷维素， 吃了没
用。 之后又去了几家医院， 都没什么效果， 就放弃了治疗， 耳鸣总是在折磨我， 有
时连班都不想上。 我很无助， 因为没人能明白我的痛苦 。” 24 岁的小丁近日在网上
一家健康机构倾诉自己的痛苦。 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耳鸣对他工作、 生活的困
扰， 难道耳鸣就真的让人这么绝望吗？ 就没有治好的可能吗？

突发性耳聋 3周内治疗效果最好

���� （1） 加强锻炼， 强健体质，
防止感冒； 定期体检； 保持良
好情绪， 注意休息， 避免劳累。

（2） 戒除挖耳、掏耳的坏习
惯；注意防止水渍入耳，预防耳
外伤和感染；如患有听神经瘤、
梅毒等病时，应及时治疗。

（3） 慎用链霉素、 卡那霉
素等耳毒性药物以防中毒； 慎
用抗生素， 尤其是对轻度聋者。

（4） 减少噪音污染； 正确
使用手机或耳机； 如工作性质
导致长期接受噪音刺激者需要
做好预防措施， 或者暂时调离
此类岗位。

防突聋四要点

耳内疼痛
颈椎“惹祸”

小感冒
引发急性中耳炎

������易患中老年病的人
会思考：中老年疾病是
怎么发生的？为何有的
人不得病，而我却百病
缠身？

为促进“全国中老
年疾病康复工程”的深
度推广，普及科学防治
知识，权威机构出版的最新健康书籍
《天蚕与前列腺》， 面向我市免费发
放。 该书重点揭秘中老疾病的致病根
源，还详细列举了各种常见疾病临床
表现及防治新方法，目前已有数十万
患者朋友，通过阅读此书获得了自己
想要的答案。

读过该书的北
京读者评价说：真是
一本中老年治病百
科全书，有了它许多
疾病，自己照着书中
的方法就能防治，很
多以前不知道防治
疾病的方法，都能在

该书中找到。

本次赠阅活动纯属公益性质，不收
取任何费用，请拨打 400-857-1188 领
取。 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监督。

领书电话：400-857-1188

献给中老年人的健康秘籍 -馈赠 500本

每日前 20名来电加赠著名畅销杂志《金秋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