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女士听力下降并出现耳鸣状况
有两年了， 刚开始时耳鸣表现并不突
出， 之后开始频繁发作， 而且耳鸣的
时间越来越长。 起初郝女士总觉得耳
鸣不是大病， 吃点消炎药就会好。 最
近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她患的是耳硬
化症。 对于耳硬化症郝女士感到很陌
生， 从没听说过。

“耳硬化症” 这种疾病并不为人
所熟知， 但患上这种疾病的患者却为
此吃尽苦头， 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病情逐渐加重， 直到双耳完全失聪。
所谓耳硬化症， 就是耳内镫骨的正常
骨质被吸收且为富含血管的新生海绵
状骨质所替代， 继而导致镫骨固定无
法振动并失去正常的传音、 扩音功
能， 当病变进一步发展而侵及耳蜗时
将影响感音功能。 如果不及时干预，
任其发展， 可出现兼有传导性与感音
神经性耳聋的混合性耳聋。 耳硬化症
由于早期症状隐匿， 部分患者难以准
确描述耳聋开始的确切时间， 部分女
性患者的耳聋在怀孕、 分娩等特定状
态下加重。

耳硬化症的发病率与人种有很大
关系， 白种人发病率高， 黑人发病率
最低， 黄种人介于两者之间。 发病年
龄以中年较多， 女性朋友要特别警惕
耳硬化症。 该病症状为： 双耳或单耳
渐进性听力下降； 约 20%-80%的病
人伴有耳鸣； 患者在一般环境中分辨
语音困难， 在嘈杂环境中听辨能力反
而提高； 少数病人在头部活动时出现
短暂的轻度眩晕。

目前临床上针对耳硬化的治疗即
镫骨固定， 通过手术来恢复或重建活
动的镫骨， 从而获得具有传音和扩音
功能的听骨链， 恢复和改善听力功
能， 但开展这种人工镫骨植入术风险
很大， 需要医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
过硬的技术水平。

广西医科大学教授 吕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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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耳鼻喉科急诊来了一位 76 岁的湘
西老太太， 只见她左面部肿胀，
左耳廓红肿且外耳道十分肿胀。
据其孙女介绍， 老太太 60 年前左
耳就患有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左
耳持续地流脓， 一直没有治疗。 1
周前， 老太太的耳朵里意外飞进
去一只苍蝇， 她用掏耳勺想掏出
来， 不料却掏伤了耳朵。 4 天后，
她突然觉得左耳疼痛， 感觉耳朵
里面有东西爬出来， 仔细一看，
竟然是蛆虫， 紧急赶往长沙医院。
急诊医生给老太太进行消炎、 消
肿， 冲洗外耳道， 从外耳道里共
掏出 30 多条蛆虫。 目前， 老太太
的耳朵炎症已得到控制， 正准备
接受下一步手术治疗。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耳鼻喉科
副主任医师马艳红提醒说， 在日常
生活中， 大多数慢性中耳炎的患

者， 由于没有明显的疼痛、 瘙痒等
急性症状， 导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而耽搁治疗。 老太太由于耳内的
脓臭味吸引苍蝇飞入耳内， 并在耳
内产卵并孵化成蛆虫， 加之有外耳
道掏伤， 造成了外耳道的严重感
染、 肿胀， 万幸没有造成严重的颅
内感染和并发症。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常见病因
有： 1、 急性化脓性中耳炎未获得
恰当而彻底的治疗， 或治疗受到
延误， 如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的患
者抗生素治疗未满 7-10 天的疗程
便自行停止； 2、 急性坏死型中耳
炎病变深达骨质和骨膜， 组织破
坏严重者， 可延续为慢性； 3、 全
身或局部抵抗力下降 ， 如麻疹 、
肺结核等传染病， 营养不良、 全
身慢性疾病等患者。 特别是婴幼
儿患者， 中耳免疫力差， 急性中
耳炎易演变为慢性； 4、 鼻咽部的

慢性病变如腺样体肥大、 慢性扁
桃体炎、 慢性鼻窦炎等， 亦为引
起中耳炎长期不愈的原因。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患者常出
现以下症状： 1、 患耳内出现间歇
性或持续性流稀薄脓； 2、 突然发
现患耳听力下降和耳鸣症状； 3、
患耳听力检查呈传导性耳聋甚至
鼓膜可见大穿孔 。 马医生提醒 ，
耳朵内进异物的患者不能疏忽大
意， 尤其禁止自行掏耳朵， 避免
耳朵的进一步损伤和把异物进一
步推至耳道深处， 增加就医时取
出异物的难度。 若耳内异物不及
时就医取出， 可并发中耳、 外耳
炎症。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长期不
予治疗可并发严重的颅内感染和
并发症。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和耳
内异物的患者应谨记及时就诊 ，
避免老太太的 “囧况” 再次出现。

何香兰

������近年来， 各种娱乐活动和
电子产品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丰富， 但与此同时， 长时间听
歌、 K 歌、 泡吧等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也在伤害着我们的听力。

长期佩戴耳机听音乐
时下， 在公共汽车内、 地

铁里、 大街上等场所， 人们用
手机连耳机听音乐成为一种时
尚， 殊不知， 此时耳朵正经受
严峻的考验。 一般来说耳机音
量建议在 60 分贝以内， 80 分贝
为上限。 人们在有噪音的环境
中， 耳机音量要达到 90 分贝以
上才能听清楚， 长久下去听力
就会出现渐进性的慢性损伤。

高强度音乐有导致噪声性

听力损失的危险。 大多数歌厅、
酒吧均使用快节奏的迪斯科及
摇滚乐曲， 音响强烈激亢， 其
噪声都高达 90-100 分贝。 如果
人们经常在这么大的噪声污染
场所里 K 歌、 跳舞， 会造成耳
鸣、 耳聋。

通宵玩游戏、打麻将
一些人通宵玩网络游戏、 无

节制地通宵打麻将使得他们的睡
眠严重不足， 而睡眠不足易使血
管处于紧张状态， 造成内耳供血
不足， 易患突发性耳聋。

煲“电话粥”
热恋中的情人， 每天煲上 1

个钟头 “电话粥” 是很常见的
事。 人的内耳是很娇嫩的， 而
手机发出的电磁波会让内耳毛
细胞产生变性， 尤其是在信号
差的地方， 为了保持通话， 手
机会自动把发射功率增大， 这
对内耳将造成很大的损伤。

湖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刘斌 肖旭平

������耳鼻喉科门诊常常会接诊不少
急诊患者： 食道异物、 咽喉卡鱼
刺、 吃火锅后急性咽喉炎等， 而这
些很多都与 “吃” 息息相关。

食道异物
小孩食管异物是小孩将硬币、

小玩具等放入口中， 偶有不慎即
吞入食管； 老年人由于缺牙过多
或假牙过松， 食物没有嚼碎就勉强
吞下， 发生食管异物。

对策： 当发生食管异物时， 应
停止进食， 尽早到医院就诊， 及时
取出。 如不及时治疗， 异物沉留就
会造成局部及相邻器官感染， 导致
食管周围炎、 食管穿孔大血管腐蚀

破裂等， 严重时危及生命。 为了预
防食道异物， 吃饭时尽量不要说
话， 小儿进食不要争夺打闹， 也不
要将玩具含在口中玩耍。 老人应戴
紧假牙， 要进食松软易咀嚼的食
物， 注意细嚼慢咽。

咽喉卡鱼刺
很多人吃鱼的时候不注意， 把

鱼刺卡在了喉咙里， 若不设法取
出， 极易造成出血和发炎症状。

对策： 对于张开嘴就能看得见
的鱼刺， 可请人用筷子或镊子夹出
来； 对于较深部位的鱼刺， 应采用
多次含漱清水的方法让鱼刺随水的
震动自然脱落， 或使劲咳嗽， 也可

以用洗净的手指或筷子伸进嘴里压
住舌根部， 使病人把吃进去的东西
吐出来。 如果鱼刺还是出不来或下
不去， 要尽快去医院处理。

吃火锅后急性咽喉炎
吃火锅时， 过热的食物、 辣椒、

啤酒会刺激咽喉， 这样的刺激久了，
会诱发急性咽喉炎、 痛风等疾病。

对策： 科学的食物选配应该是
吃热量较低的食物， 如鸡肉、 鱼肉、
海鲜等。 同时， 必须搭配大量的绿
叶蔬菜。 另外， 吃火锅后吃个梨，
能缓解咽干、 咽痛或发热等症状。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医院耳鼻喉科
副主任医师 刘江峰

������有些人常反映外耳道瘙痒， 瘙
痒有时延至耳根部， 耳道持续流
脓、 流黄水样或含豆渣样的液体，
这些人到医院检查， 很大一部分人
都会查出真菌感染。

南京市第二医院耳鼻喉科王玉
红主任介绍， 外耳道炎为耳鼻喉科
门诊常见病， 此病常因外耳道皮肤
受外伤， 受到不干净的水或其他分
泌物的浸渍， 使外耳道皮肤角质层
软化， 丧失防护能力， 细菌得以侵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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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外耳道炎， 首先应戒除挖
耳恶习， 特别是禁用公用工具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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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积极治疗， 勿滥用滴耳药液。

南京市第二医院院办
嵇旭东 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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