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 颈椎病
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越来越
高， 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传统
的推拿、 按摩、 针灸和拔罐等中医
疗法在治疗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
症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具有安全 、
方便 、 费用低等特点 。 古人云 ：
“上工治未病”， 早期预防对颈椎病
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尤为重要。

首先， 要适当加强颈肩部、 腰
部肌肉的锻炼， 避免单一姿势维持
过久， 避免长时间伏案工作， 期间
可配合 “米字操” 放松颈肩部肌肉。

其次， 要适时调整头颈部和腰
部体位。 工作和生活中的不良姿势
可加重颈腰部的负荷， 破坏颈椎与
颈部软组织的张应力平衡， 造成颈
腰部无菌性炎症和退行性改变， 是
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 、
变化和复发的重要因素。

第三， 要选择适中的床垫和枕
头， 睡觉时最好采取侧卧位和仰卧
位， 使颈、 胸、 腰部、 脊柱都保持
在自然屈曲的状态， 使全身肌肉放
松， 切忌无枕、 高枕 、 和俯卧位 、
侧卧屈颈屈腰位等。

最后， 要避免外伤， 尤其是运
动前， 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使关节、
肌肉、 韧带等充分舒展、 协调， 并
使人体的应激能力与之相适应。

需要提醒的是， 人们常说 “生
命在于运动”， 但对于有颈椎病、 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来说， 不应盲
目运动， 因为不恰当的运动往往会
加剧病情的发展， 给治疗带来更大
的障碍。 对于病因不明的颈椎病 ，
切忌盲目按摩推拿， 而应及时到医
院检查， 排除脊髓型颈椎病、 腰椎
间盘脱出可能。

湘西民族中医院骨伤一科
副主任医师 刘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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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有要咨询
的问题，请联系本版责任编辑。

邮箱：jtysjb@163.com

������最近， 权威期刊 《科学》 上的一
篇关于癌症的论文让读者很困惑。 美
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学家 Cris鄄
tian·Tomasetti 和癌症遗传学家 Bert·
Vogelstein 通过研究发现， 29％的癌症
相关基因突变归因于环境因素， 5％-
10%来自遗传因素， 66％则是源于基
因复制中的随机错误， 也就是早在你
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 就已经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你患癌的几率。

虽然这个研究结果有点耸人听
闻， 基因突变并不意味着就是患癌
症， 但癌症确实是因为部分患者的运
气差造成的。 因为所有的肿瘤都没有
一个单一的病因， 从基因突变到转化
为癌症需要数年， 更需要累积足够多

的基因突变才可能发展成癌症。 紫外
线、 辐射、 致瘤性病毒感染、 化学致
癌物等均可诱发基因突变。 以大肠癌
为例， 大约只有 20%左右的大肠癌患
者有较为明确的遗传现象， 而绝大多
数大肠癌呈散发性， 是环境因素和遗
传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 即使两个人
的遗传背景完全相同， 如果他们接触
的环境不同， 他们发生大肠癌的概率
也不一样。

一个人的基因是天生的， 也是无
法改变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生活
习惯、 保持愉悦心情、 避免接触致癌
的环境因素以及规范的癌症风险筛
查， 预防癌症。
国防科技大学医院主任技师 谭德安

������肿瘤患者发生脑转
移意味着进入疾病晚
期， 手术仍然是一部分
脑转移瘤， 尤其是多发
性脑转移瘤患者的救命
稻草。

手术切除肿瘤不仅
能够很好地解除肿瘤的
压迫症状， 如头痛、 运
动和感觉障碍等， 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而且
能进一步明确脑转移瘤
的性质、 基因改变， 指
导后续治疗。 从随访结
果看， 手术治疗可以明
显延长患者生存期， 提
高生存质量。

脑转移瘤患者往往
病情较为复杂， 影响手
术和预后的影响因素很
多， 并非所有患者都能
接受手术治疗。 一般来
说， 单发脑转移瘤、 部

分多发脑转移瘤、 部分复发脑
转移瘤的患者手术效果较好。
手术切除复发性脑转移瘤也能
够让选择性病人获益， 具体选
择需要全面的评估。

当然， 术后还需要接受必
要的放疗、 化疗和靶向治疗等
综合治疗， 才能达到延长生存
期， 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神经外科教授 万经海

张医生：
我是一名“小三阳”

患者， 但肝功能正常， 我
很担心像我这样的人以后
找不到工作， 请问我的病
能治好吗？

天津读者 小何
小何：

您这种情况在我们临
床肝病工作中常会遇到 ，
据流行病学资料报道， 我
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约占总
人口数的 10%-15%， 您目
前的状况是乙肝病毒标志
物阳性。 您要注意以下几
点：

1、 注意休息、 合理饮
食、 避免重体力劳动、 戒
酒； 2、 定期 （每半年或一
年） 动态复查肝功能、 乙
肝病毒定量、 肝脏 B 超及
肝脏纤维化全套， 如果所
有结果均正常可以不吃
药， 如果上述检查结果异
常， 应到医院就诊， 并根
据医生的指导服药； 3、 家
庭成员及密切接触者应及
时做乙肝两对半检查， 如
果乙肝病毒标志物为阴
性 ， 应及时注射乙肝疫
苗 ， 防止感染乙肝病毒 ；
4、 乙肝病毒标志物阳性者
只有极少部分自然转阴 ，
绝大部分处于病毒携带状
态， 还有一小部分会发展
为活动性肝炎、 乙肝后肝
硬化及原发性肝癌。 目前
暂时还没有特效药能肯定
让乙肝病毒标志物转阴 ，
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选择
性使用一些保肝护肝药物。

张医生

������人的大脑里有两个重要的解剖
结构 ， 即大脑皮质和脑干网状结
构。 大脑皮质是我们产生认知的主
要结构 ， 比如语言能力 、 理解能
力、 逻辑思维能力、 记忆力等。 损
伤了大脑皮层就会出现对认识功能
丧失 ， 无意识活动 ， 不能执行命
令， 对内、 外部刺激无反应。 脑干
网状结构则维持着人的觉醒状态 ，
使大脑皮质保持对内 、 外部刺激 ，
做出反应的准备状态。 即使在睡眠
时， 大脑皮层虽然对内、 外部刺激
无反应， 但脑干网状结构却维持着
对内、 外部环境的监视， 并在必要
时可唤醒大脑皮质 。 正因为如此 ，
尽管正常人的一生 1/3 的时间都在
睡觉， 但睡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醒
过来 ， 或者在睡眠时有外界的刺
激， 比如声音、 气味、 疼痛都会醒

过来。
医学上将意识障碍分为意识觉

醒障碍和意识内容障碍。 各种颅脑
损伤、 脑血管意外、 颅内肿瘤、 颅
内感染等颅内疾病和肺性脑病、 肝
性脑病及中毒代谢性疾病等颅外疾
病均可造成脑神经的损伤。 脑干网
状结构损伤了就会出现意识觉醒障
碍， 长时间闭着眼睛睡觉， 谁都喊
不醒。 而大脑皮质损伤了就会出现
意识内容障碍， 眼睛是睁开的， 可
对内 、 外部刺激无反应 ， 不会说
话， 认识功能丧失， 睁眼昏迷。

一般情况下， 各种原因导致急
性脑功能的障碍， 首先出现的是昏
迷， 随着各种治疗措施的实施和脑
神经的自我修复， 脑干网状结构生
理功能恢复 ， 慢慢恢复了觉醒状
态 ， 能睁眼 。 大脑皮层功能恢复 ，

则会恢复认知能力， 恢复意识。 若
大脑皮层损伤太重， 即便恢复了觉
醒， 但认识功能丧失， 并持续一段
时间， 就会成为植物生存状态， 俗
称 “植物人 ”。 病人的脑干仍具有
功能， 向其体内输送营养时， 还能
消化与吸收， 并可利用这些能量维
持身体的代谢 ， 包括呼吸 、 心跳 、
血压等。 对外界刺激也能产生一些
本能的反射， 如咳嗽、 喷嚏、 打哈
欠等。 但机体没有意识、 知觉、 思
维等人类特有的高级神经活动。

《人民的名义》 大结局中陈海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亲友们千
呼万唤中， 已出现肢体和意识苏醒
状态 ， 病情有可能会得到显著改
善， 甚至会慢慢康复。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副教授 张占伟

《人民的名义》剧中反贪局局长陈海遭遇车祸

重型颅脑损伤者能否醒来
�������近段时间， 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 热播， 剧
中被犯罪分子开车撞伤的汉东省检查院反贪局
原局长陈海从第五集开始就躺在医院昏迷不醒，
牵动着观众们的心。 他会不会成为植物人？ 到
底会不会醒过来？ 从电视画面上看， 陈海局长
车祸后导致重型颅脑损伤， 躺在病床上眼睛闭
着， 呼吸平稳， 旁边的心电监测显示心率、 血
压等生命体征平稳， 这是典型的脑干网状结构
损伤后导致的意识觉醒障碍。

患癌症真是“天意难违”？

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以防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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