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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专刊

������游泳 游泳中抬头换气的
动作实际上是锻炼颈椎的好机
会， 游 1000 米蛙泳， 抬头换
气 600 多次， 又锻炼身体， 又
活动颈椎， 真是一举两得的好
办法。

蝴蝶飞飞 俯卧在床上 ，
或者在地上放个小毛巾被或小
毯子， 趴着， 双手伸平上下飞
舞， 很像小时候学蝴蝶飞飞的
样子， 一次做两组 60 个。

黄伟杰

颈椎病分六种类型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 是一

种退化的表现。 由于颈椎间盘退变
老化， 出现膨出或突出， 并且伴有
椎体病理性不稳和松动， 引起椎骨
和小关节增生形成骨刺， 不稳定的
椎间盘和骨刺压迫损伤刺激周围的
脊髓、 神经、 血管， 就出现了颈肩
臂痛、 手足麻木、 行走不稳、 头痛
头晕、 心慌恶心等不同症状。

颈椎病一般分为六种类型：
一、 颈型颈椎病： 属于比较轻

的， 临床主要表现在肩背部。 同时
会伴有颈部的活动障碍。

二、 神经根型颈椎病： 临床常
见， 主要的表现是在神经根所支配
的区域出现麻木、 疼痛。 如出现肩
疼、 手麻等。

三、 颈动脉型颈椎病： 表现为
眩晕或头晕 ， 常在改变姿势时出
现。

四、 脊髓型颈椎病： 是比较严
重的一型。 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
会出现行走不稳、 肌肉萎缩， 甚至
大小便失禁。

五、 交感型颈椎病： 属于最复
杂的一型。 首发症状是心慌胸闷，
甚至是眼干、 口干等， 血压不稳，
服降压药见效差。

六、 食管型颈椎病： 椎间盘往
前突出， 压迫食管， 出现吞咽障碍。

治疗方法各不同
颈椎病类型不同 ， 病情轻重不

同， 治疗方法当然也不同。
颈型颈椎病， 一般口服消炎止痛药

物、 佩戴颈托、 注意休息就可以缓解。
神经根型颈椎病， 大部分采用保

守治疗效果良好， 但症状会有复发。
如果反复发作迁延超过 3 个月， 或少
数疼痛剧烈不能忍受， 或出现手臂无
力肌肉萎缩， 就需要手术， 包括等离
子介入微创手术和保留颈椎运动功能
的人工椎间盘置换。

脊髓型颈椎病， 多数患者病情将
缓慢发展， 因此一经确诊就以手术治
疗为主， 且手术越早效果越好。

交感神经型和食管型， 常常被误
诊， 容易反复发作， 一般以保守治疗
和介入微创治疗为主。

大部分颈椎病手术安全可靠
颈椎病手术治疗的作用， 一是减

压， 把压迫神经和血管的组织， 比如
突出的椎间盘、 增生的韧带和骨赘等
切除： 二是稳定颈椎， 维持其功能。

由于颈椎部的手术区域小， 位置
较深， 颈部各种神经、 血管等解剖特
别复杂、 精细， 肉眼很难看清血管和
神经， 因此过去手术风险较大， 除病
情严重甚至会导致瘫痪者外， 一般不
采取手术方法。 但近年来， 随着医疗
技术的进步和检查治疗器械的不断改
进， 手术风险已大大降低。 除了广泛

的颈椎肿瘤、 重度后纵韧带骨化、 重
度长节段颈椎管狭窄等重症患者还有
较大风险外， 大部分颈椎病手术治疗
是安全可靠的。 当然， 关键是诊断准
确， 有手术适应症。 专业医生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 可根据病情选择恰当的
手术方式。

颈椎病采用显微手术， 医生可以
借助显微镜， 从不同视角探查到手术
区域最深处， 清楚地分辨压迫神经的
椎间盘、 韧带以及需要保护的邻近神
经和血管， 准确地切除病变组织， 而
且可以使用功率很低、 形状很小的双
极电凝， 将血管快速电灼止血。 同
时， 还可利用神经电生理监测仪， 以
准确地提示手术范围和禁区， 如触碰
到重要部位， 监测仪会发出警报， 以
避免损伤病人的正常功能。

由此可见， 颈椎显微手术由于
采用了这些新的技术， 具有创伤小、
出血少、 减压效果好等优点， 而且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神经和血管 ，
还有利于减少术中出血、 术后血肿、
脊髓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 患者要
与医生密切配合， 消除疑虑， 争取
手术获得最佳效果。

郑州大学一附院骨科主任医师
王义生

������颈椎病种类复杂， 症状多样， 容
易误诊而误治 。 经常被误诊的情况
有：

1． 颈椎病可导致血压升高或降
低， 因此常被误诊为高血压。 实际上
这是由于颈椎病刺激交感神经所致，
被称为颈性高血压。 如病人常伴有颈
部疼痛 、 发紧 、 上肢麻木等典型表
现， 就要考虑颈椎病的可能。

2． 有的患者开始感觉咽部发痒，
有异物感， 后又觉吞咽困难， 因此有
时被怀疑为咽喉或食道疾病。 其实其
病因也是颈椎病， 但颈部僵直等往往
被忽略。

3． 有的患者开始感觉一侧乳房或
胸大肌疼痛 ， 间断隐痛或阵发性刺
痛， 向一侧转动头部时最为明显。 这
是由于颈椎第 6、 7 椎体的神经根受
压迫所致。 但有时会被误诊为心绞痛
或胸膜炎。

4． 有的患者上肢麻木 、 疼痛无
力， 有的出现下肢麻木、 跛行， 有的
出现排便障碍， 常误诊为神经或泌尿

系疾病。 实际上是由于颈部脊髓的椎
体侧束受到刺激所致， 但颈椎病往往
被掩盖。

5． 颈椎病还可表现为视力下降、
间歇性视力模糊、 一眼或双眼胀痛、
怕光、 流泪、 视野缩小等， 往往被误
诊为眼科疾病。 实际上， 这与颈椎病
造成的植物神经功能障碍有关。

6． 有的患者常在行走中突然扭头
时身体失去支持而摔倒， 但倒后因颈
部位置改变而清醒并站起。 这是由于
增生的骨质压迫椎动脉引起， 易被误
诊为脑动脉硬化或小脑疾患。

如何避免误诊?首先， 患者对于
颈部的症状不可忽视， 要及时向医生
诉说， 医生要根据症状确定必要的检
查， 如有的拍颈椎平片， 有的需要做
CT 或核磁共振检查， 以了解颈椎是
否有病变及准确判定神经根受压的程
度和范围和椎管狭窄的程度等， 以便
做出准确诊断和选择治疗方法。

郑州黄河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师 时丰

������颈椎病是一种退行性病
变， 但也与损伤及一些不良习
惯有关。 因此， 预防颈椎病是
有章可循的， 其主要措施有：

避免长时间低头伏案工作
或使用电脑。 大量数据表明，
处于坐位， 尤其是低头工作者
的颈椎病发病率特高， 所以要
注意保持良好的坐姿。 坐着的
时候应该保持颈椎中立的位
置 ， 目光平视 ， 双肩自然下
垂， 腰部应该有支撑。 1 小时
左右应注意变换一下体位或站
起来活动一下。

选择合适的枕头与睡姿。
睡觉要选择硬度适中的枕头，
枕头高度以 12~15 厘米为宜。
床垫要软硬适中， 躺在床上，
脊柱应该能保持中立位置， 而
不是陷入床垫。 另外， 注意不
要躺在床上看书、 看电视或使
用电脑。

积极合理的锻炼。 平时要
多注意进行颈肩背部肌肉的锻
炼， 如进行缓慢的颈部屈伸、
左右侧屈或旋转活动锻炼， 但
用力要轻缓柔和。

注意保护颈部。 在日常生
活中， 要精心保护好颈椎 ,避
免外伤。 乘车时应系好安全带
并避免在车上睡觉。 要注意颈
椎的防寒保暖， 避免受寒、 潮
湿 。 夏季尤应注意不要将空
调、 风扇直接吹向颈部。

避免过度劳累或精神紧
张。 要劳逸结合， 避免头颈负
重物。 开车、 打牌、 看电视、
看电脑， 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
就要抬头活动颈椎， 放松颈部
肌肉。

要改变不良嗜好。 要避免
熬夜打牌和玩电脑 、 手机游
戏， 要戒烟限酒。

郑州大学医学院 时仲省

������颈椎病患者在不睡觉的时
候， 可以采用颈部垫枕法进行
辅助性治疗。

具体方法是： 取仰卧位，
将浴巾折叠后卷成圆柱状垫于
项下， 注意调节好垫枕的高度，
一方面要把颈椎的弧度垫出来，
即颈下有支撑感； 另一方面，
头的后枕部又不能离开床面。
每天 1 次 ， 每次垫的时间以
30~60 分钟为宜， 切忌时间过
长。 这种方法有助于恢复颈椎
的生理弧度， 同时也是一种非
常实用、 方便的牵引方法， 它
运用力学上的杠杆原理， 利用
身体和头部自身的重量实现对
颈椎的牵引作用， 比较自然舒
适， 长期坚持可以取得较好的
效果。 也可选用黄豆枕、 荞麦
皮枕或有固定型状的枕头代替
毛巾卷， 以舒适为度。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洪军

养成好习惯
预防颈椎病

运动疗法
改善颈椎不适

垫枕
辅助治疗颈椎病 颈椎病易误诊

颈椎病显微手术
易损伤血管和神经吗?

�������52 岁的梁老师， 一个月前出现了脖子僵硬、 左手麻木、 头晕等症
状， 以为是劳累所致， 但休息一段时间后不见好转。 到医院检查， 诊断
为： 颈椎曲度变直、 颈椎骨质增生。 经过针灸、 按摩和牵引， 症状有所
减轻， 但不久又有加重趋势。 有医生建议梁老师做颈部减压手术。 但他
听说， 颈椎血管、 神经密布， 手术有风险。 也有人介绍， 现在有显微手
术， 创伤轻， 风险小。 情况究竟如何呢？ 梁老师左右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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