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脑膜瘤患者来说， 不立
即手术不等于警报解除。 完全不
长大的脑膜瘤非常少见， 在观察
等待期间， 患者要注意以下问题。

如果脑膜瘤很小， 患者完全
没有症状， 无肢体活动、 感觉障
碍， 也无癫痫发作等问题， 一般
不需要吃药 、 输液 ， 照常生活 ，
但需要定期复查。

有的脑膜瘤， 影像学检查发
现它离视神经很近时， 在日常生
活中要密切关注视力的变化 。 一
旦出现看东西重影、 模糊不清等
问题时， 就要尽快去医院诊治。

脑膜瘤不能等到有明显症状
了再去检查， 而应半年后复查一
次 。 如果半年后没有任何变化 ，
也没有任何不适， 可以每隔一年
复查一次 ， 及时发现变化情况 ，
不失手术最佳时机。 脑膜瘤需要
终身复查、 随访。

苏雨霞

������典型病例 1： 江苏泰州的张
女士 15 年前左脚突然开始 “慢半
拍”， 走路的时候跟不上节奏， 也
没有力气。 久而久之， 张女士躺
在床上， 双腿也无法并拢， 左脚
就翻在一旁。 十多年来张女士四
处求医， 有的医院说是膝关节问
题， 有的说是腰椎问题， 可是治
疗都收效甚微。 最后， 江苏省人
民医院神经外科周明卫主任医师
接诊后， 建议张女士做一个头颅
核磁共振， 最终找到了患病的元
凶———脑膜瘤。 经手术切除， 发
现脑膜瘤直径有 4-5 厘米。 术后，
张女士恢复良好。

宫丹丹

典型病例 2： 来自湖南南县
47 岁的曹女士， 一年前， 突然发
现舌头有些麻木， 在当地医院按
颈椎病、 冠心病等治疗没有明显
效果。 后来曹女士又出现了头胀、
左侧肢体麻木发软等症状， 经当
地医院头颅 CT 检查发现 ， 其脑
内有一个瘤子。 今年 3 月曹女士
来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
该科方加胜教授接诊后发现患者
脑内肿瘤为左侧顶叶占位， 周围
水肿明显， 认为 “脑膜瘤的可能
性很大”。 专家团队经过充分的术
前准备， 为曹女士切除了一个约
4.3×3.6×3 厘米 3 大小呈灰红色的
肿瘤， 瘤体质地较软， 证实为脑
膜瘤。 曹女士术后顺利康复出院。

刘微 石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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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瘤是怎么回事
脑膜位于颅骨与脑之间。 有人

形象地把脑袋比作一个鸡蛋， 颅骨
相当于鸡蛋壳， 脑膜就相当于蛋壳
内衬的那层膜。 但与鸡蛋不同的
是， 脑膜有三层： 靠近颅骨的一
侧， 有一层非常结实的膜叫做硬脑
膜； 靠近脑组织、 比较柔软的叫做
蛛网膜； 紧贴于脑表面的一层透明
薄膜， 叫软脑膜。 蛛网膜和硬脑膜
之间有非常狭窄的空隙， 里面有血
管。 大脑就是通过脑膜将脑内组织
包裹起来， 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脑膜虽然藏在颅内， 但也会受
到疾病侵袭。 如受到病菌病毒感染
就会患脑膜炎， 也会生长肿瘤， 就
是脑膜瘤。 脑膜瘤发生的原因还不
十分清楚。 目前研究认为， 可能与
一定的内环境改变和基因变异有
关， 是多种因素形成的。 如颅脑外
伤、 放射性照射、 病毒感染以及合
并双侧听神经瘤等， 都可引发细胞
染色体突变， 或细胞分裂速度增
快， 可能就是导致脑膜瘤的早期重
要因素。

脑膜瘤多属良性， 恶性或恶性
变占 1％-2％。 多为实质性， 有包

膜， 血运丰富。 临床表现与脑膜炎
发病急、 症状明显截然不同， 脑膜
瘤一般生长缓慢， 病史较长， 以慢
性进行性颅内压增高症为主， 可出
现头痛、 肢体运动和感觉障碍等症
状。

是否要手术治疗？
对于脑膜瘤， 目前还没有有效

的非手术治疗的方法。 手术切除是
脑膜瘤的最佳治疗手段。 在 CT 检
查日益普及的情况下， 脑膜瘤可以
做到早期确诊、 早期治疗。

随着医学的发展， 人们的健康
意识增强， 在体检或因其他疾病检
查时， 通过 CT、 核磁等检查， 早
期发现脑膜瘤已不是难事。 有的人
发现后才察觉有关症状， 有的甚至
没有症状。 是否需要马上做手术，
要根据脑瘤的大小、 位置、 生长速
度， 以及是否出现症状等， 由经验
丰富的脑外科医生来确定， 必要时
需专家会诊， 然后慎重选择是否手
术。 原则上是， 要趁脑膜瘤较小
时， 及早治疗， 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会小一些。

有些脑膜瘤需要立即手术
脑膜瘤出现以下情况， 就需要

立即手术：

一是脑膜瘤症状明显。 脑膜瘤
引起的症状与肿瘤的位置、 大小密
切有关。 如有的肿瘤很大， 会导致
颅内压增高， 出现头痛、 恶心、 呕
吐， 还会引发癫痫。 颅底脑膜瘤不
同位置会压迫不同的神经， 如有的
压迫动眼神经， 眼球活动受到影
响， 看东西有重影。 如压迫舌咽神
经和迷走神经， 会出现吞咽困难、
说话含糊不清、 饮水呛咳等症状。
出现上述肢体运动和感觉功能障
碍， 表明病情已十分严重， 必须尽
快手术。

二是看肿瘤生长情况。 脑膜瘤
生长速度不同。 有的缓慢， 有的增
长很快。 如发现肿瘤增大， 侵犯重
要神经或血管， 就要立即手术。 特
别是对那些生长速度很快的脑膜
瘤， 越早做手术越好。

三是有一种多发的脑膜瘤， 发
病率非常低 ， 仅占大约 1%-8%。
有的长两三个， 有的长十几个， 大
小不一。 这种情况， 不可能一次手
术把不同位置的肿瘤全都切掉。 医
生往往会选择其中最大的， 或者对
神经功能影响最严重的， 进行手术
切除。 其余较小的或者没有引起不
适的脑膜瘤， 可以定期复查。 如果
以后发现其余的脑膜瘤又增大， 或
者引起症状， 就需要再次手术。

四是有的脑膜瘤会影响生长发
育。 如有 10 多岁停止发育的病例，
一直误以为是营养不良所致， 到成
年后身材矮小如儿童。 结果经 CT
检查确诊为颅内鞍区有脑膜瘤， 因
压迫垂体， 引起生长激素分泌不
足， 导致生长发育障碍。 类似这种
情况， 就应早发现、 早确诊、 早手
术。

郑州大学三附院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 马云富

������脑膜瘤因为生长在颅内， 手术是有一
定风险的。 以下三种情况可考虑暂缓手术：

第一种是肿瘤较小 （一般直径 1 厘米
以内）， 生长缓慢， 患者也没有任何不适，
就可暂缓手术。 毕竟做手术有一定风险，
比如可能出现偏瘫、 失语等神经功能障
碍。 有的虽然等的时间较长 （如 5 年甚至
10 年）， 只要脑膜瘤没有生长或生长缓慢，
也没有引起明显不适， 就可以继续观察。

第二种是， 有的脑膜瘤生长在脑组织
深部， 周围血管、 神经丰富， 如果手术风
险比较大， 也需要暂时观察 ， 定期复查
CT 或核磁， 评估肿瘤的生长速度， 然后
再确定是否手术。

第三种是， 有的患者年龄比较大， 还
合并一些慢性病， 手术风险会增加。 这时
要权衡利弊， 根据发展情况， 再考虑治疗
措施。

河南省黄河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时丰

������一般来说， 外科手术可
治愈大多数脑膜瘤。 有的脑
膜瘤手术风险较大， 如术前
有颅神经损伤， 有的位置特
殊， 肿瘤全部切除有产生难
以接受的功能丧失的危险 ，
应选择部分切除。 对大脑凸
面的脑膜瘤， 力争全切肿瘤
并要切除受累硬膜以减少复
发机会 。 对海绵窦脑膜瘤 ，
要考虑到有损伤颅神经和颈
内动脉的风险， 外科治疗要
求高， 医生应与患者亲属充
分沟通， 说明可能出现的风
险， 然后慎重确定手术方案。

除外科手术外， 还有立
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 包括
伽玛刀 、 X 线刀和粒子刀 。
适用于术后肿瘤残留或复发、

颅底和海绵窦内肿瘤， 以肿
瘤最大直径≤3 厘米为宜。 伽
玛刀治疗相对安全， 但长期
疗效还有待观察。

栓塞疗法 包括物理性栓
塞和化学性栓塞两种， 前者
阻塞肿瘤供血动脉和促使血
栓形成， 后者则作用于血管
壁内皮细胞， 诱发血栓形成，
从而达到减少脑膜瘤血供的
目的。 这两种方法， 均作为
术前的辅助疗法， 且只限于
颈外动脉供血为主的脑膜瘤。

放射治疗 可作为血供丰
富脑膜瘤术前的辅助治疗 ，
有一定的适应症。 在照射对
头皮的影响消退后即可施行
手术。

郑州大学医学院 时仲省

典型病例两则

意外发现脑膜瘤 需立即手术吗？
�������曹工程师今年 71 岁， 退休
后身体一直不错。 前几天晚上，
他在睡眠中因做恶梦， 从床上摔
下， 头部左侧跌破一个小口。 经
医院脑外科检查， 伤处问题不
大， 但核磁共振显示， 其脑中右
颞底鞍旁长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
脑膜瘤。 曹工程师说： 我平时并
没有不适感觉， 只是有时劳累
了， 感到有点偏头痛， 服一片去
痛片就缓解了， 真想不到会有个
脑膜瘤。

术前术后
可辅用其它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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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早期确诊、 早期治疗。

随着医学的发展， 人们的健康
意识增强， 在体检或因其他疾病检
查时， 通过 CT、 核磁等检查， 早
期发现脑膜瘤已不是难事。 有的人
发现后才察觉有关症状， 有的甚至
没有症状。 是否需要马上做手术，
要根据脑瘤的大小、 位置、 生长速
度， 以及是否出现症状等， 由经验
丰富的脑外科医生来确定， 必要时
需专家会诊， 然后慎重选择是否手
术。 原则上是， 要趁脑膜瘤较小
时， 及早治疗， 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会小一些。

有些脑膜瘤需要立即手术
脑膜瘤出现以下情况， 就需要

立即手术：

一是脑膜瘤症状明显。 脑膜瘤
引起的症状与肿瘤的位置、 大小密
切有关。 如有的肿瘤很大， 会导致
颅内压增高， 出现头痛、 恶心、 呕
吐， 还会引发癫痫。 颅底脑膜瘤不
同位置会压迫不同的神经， 如有的
压迫动眼神经， 眼球活动受到影
响， 看东西有重影。 如压迫舌咽神
经和迷走神经， 会出现吞咽困难、
说话含糊不清、 饮水呛咳等症状。
出现上述肢体运动和感觉功能障
碍， 表明病情已十分严重， 必须尽
快手术。

二是看肿瘤生长情况。 脑膜瘤
生长速度不同。 有的缓慢， 有的增
长很快。 如发现肿瘤增大， 侵犯重
要神经或血管， 就要立即手术。 特
别是对那些生长速度很快的脑膜
瘤， 越早做手术越好。

三是有一种多发的脑膜瘤， 发
病率非常低 ， 仅占大约 1%-8%。
有的长两三个， 有的长十几个， 大
小不一。 这种情况， 不可能一次手
术把不同位置的肿瘤全都切掉。 医
生往往会选择其中最大的， 或者对
神经功能影响最严重的， 进行手术
切除。 其余较小的或者没有引起不
适的脑膜瘤， 可以定期复查。 如果
以后发现其余的脑膜瘤又增大， 或
者引起症状， 就需要再次手术。

四是有的脑膜瘤会影响生长发
育。 如有 10 多岁停止发育的病例，
一直误以为是营养不良所致， 到成
年后身材矮小如儿童。 结果经 CT
检查确诊为颅内鞍区有脑膜瘤， 因
压迫垂体， 引起生长激素分泌不
足， 导致生长发育障碍。 类似这种
情况， 就应早发现、 早确诊、 早手
术。

郑州大学三附院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 马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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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早期确诊、 早期治疗。

随着医学的发展， 人们的健康
意识增强， 在体检或因其他疾病检
查时， 通过 CT、 核磁等检查， 早
期发现脑膜瘤已不是难事。 有的人
发现后才察觉有关症状， 有的甚至
没有症状。 是否需要马上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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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以及是否出现症状等， 由经验
丰富的脑外科医生来确定， 必要时
需专家会诊， 然后慎重选择是否手
术。 原则上是， 要趁脑膜瘤较小
时， 及早治疗， 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会小一些。

有些脑膜瘤需要立即手术
脑膜瘤出现以下情况， 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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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脑膜瘤症状明显。 脑膜瘤
引起的症状与肿瘤的位置、 大小密
切有关。 如有的肿瘤很大， 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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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 还会引发癫痫。 颅底脑膜瘤不
同位置会压迫不同的神经， 如有的
压迫动眼神经， 眼球活动受到影
响， 看东西有重影。 如压迫舌咽神
经和迷走神经， 会出现吞咽困难、
说话含糊不清、 饮水呛咳等症状。
出现上述肢体运动和感觉功能障
碍， 表明病情已十分严重， 必须尽
快手术。

二是看肿瘤生长情况。 脑膜瘤
生长速度不同。 有的缓慢， 有的增
长很快。 如发现肿瘤增大， 侵犯重
要神经或血管， 就要立即手术。 特
别是对那些生长速度很快的脑膜
瘤， 越早做手术越好。

三是有一种多发的脑膜瘤， 发
病率非常低 ， 仅占大约 1%-8%。
有的长两三个， 有的长十几个， 大
小不一。 这种情况， 不可能一次手
术把不同位置的肿瘤全都切掉。 医
生往往会选择其中最大的， 或者对
神经功能影响最严重的， 进行手术
切除。 其余较小的或者没有引起不
适的脑膜瘤， 可以定期复查。 如果
以后发现其余的脑膜瘤又增大， 或
者引起症状， 就需要再次手术。

四是有的脑膜瘤会影响生长发
育。 如有 10 多岁停止发育的病例，
一直误以为是营养不良所致， 到成
年后身材矮小如儿童。 结果经 CT
检查确诊为颅内鞍区有脑膜瘤， 因
压迫垂体， 引起生长激素分泌不
足， 导致生长发育障碍。 类似这种
情况， 就应早发现、 早确诊、 早手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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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瘤
要终身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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