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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 54 岁的张先生 2
个月前出现双上肢麻木、 右肩
部疼痛、 活动受限， 在家休息
一段时间后 ， 情况不但未缓
解， 还逐渐加重， 出现了双手
不能握拳 ， 执笔 、 拿筷子不
稳， 双下肢无力， 走路像 “踩
着棉花” 似的症状。 张先生辗
转找到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
市第八医院） 骨伤科二病区主
任谭益云就诊。 谭益云为张先
生详细检查后， 确诊其患上脊
髓型颈椎病、 颈椎管狭窄症、
后纵韧带钙化症。 在与张先生
充分沟通后， 谭益云率团队为
张先生实施了 “颈椎前路颈
5、 6 次全切除 ， 椎管减压 、
颈 4-7 钛网植骨融合， 钢板螺
钉内固定” 手术。 术后， 张先
生双手肌力得到了明显改善，
术前走路、 持物不稳的症状也
明显改善， 现已康复出院。

谭益云介绍， 脊髓型颈椎
病是由于颈椎椎骨间连接结构
退变， 如椎间盘突出、 椎体后
缘骨刺、 钩椎关节增生、 后纵
韧带骨化、 黄韧带肥厚或钙化，
导致脊髓受压或脊髓缺血， 加
之长期保持不良姿势等原因，
继而出现的脊髓功能障碍。 该
病占全部颈椎病的 10%～15%，
严重时可致残， 因此被称为骨
科疾病中的 “隐形杀手”。

临床症状：
走路不稳、持物无力

“走路不稳、 持物无力是

脊髓型颈椎病最早出现的症
状， 随着病程发展， 患者逐渐
会出现双侧或单侧下肢麻木、
疼痛， 常伴有走路如同 ‘踩棉
花’ 感。” 谭益云介绍， 脊髓
型颈椎病在上肢通常多以下运
动神经元通路损害为主， 可出
现手笨拙 、 无力 ， 表现为写
字、 系鞋带纽扣、 用筷子等精
细动作困难。 随着病情发展，
可出现手内在肌萎缩、 肌力减
退； 下肢多为上运动神经元通
路异常， 表现为肌张力不同程
度的增高和肌力减损， 膝反射
和跟腱反射活跃、 亢进， 导致
走路不稳， 尤其快走易跌倒、
步态蹒跚 ， 可出现痉挛步态
等。

由于脊髓型颈椎病临床症
状多样， 因此容易误诊为肩周
炎、 帕金森、 美尼尔眩晕、 脑
血管疾病等， 尤其是在患者疾
病初期常不容易被诊断。

预防措施：
加强肩颈锻炼、不睡高枕

脊髓型颈椎病危害很大，
需要积极预防。 谭益云介绍，
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该病的预
防： 一是加强颈肩部肌肉的锻
炼。 平时大家可多做头部以及
双上肢的前屈、 后伸、 旋转运
动 ， 这样可以缓解颈肩部疲
劳， 能使肌肉发达， 增强颈椎
的韧度， 有利于颈段脊柱的稳
定性， 增强颈肩顺应颈部突然
变化的能力， 所以加强颈肩部

肌肉的锻炼有助于预防脊髓型
颈椎病 。 其次 ， 避免高枕睡
眠。 枕头过高会使头部过度前
屈， 可加速颈椎退变， 故应该
避免高枕睡眠； 端正头、 颈、
肩 、 背的姿势 ； 平时要端正
头、 颈、 肩、 背的姿势， 不要
偏头耸肩， 谈话、 看书时要保
持脊柱的正常位置。

另外， 预防脊髓型颈椎病
还应该做到 ： 注意颈肩部保
暖 ； 避免颈部过度疲劳 ； 坐
车时不要打瞌睡 ； 劳动或走
路时要防止颈部受伤 ； 长期
伏案工作者 ， 应定时改变头
部体位 ， 按时做颈肩部肌肉
的锻炼。

三种情况
考虑手术治疗

对脊髓型颈椎病的治疗，
谭益云主张 “一经发现立即治
疗”。 因为颈椎病造成的脊髓
损伤是不可逆的， 压迫时间越
长、 越严重， 症状不断加重，
治疗和恢复较难 。 谭益云提
醒， 颈椎病患者出现如下情况
时， 应尽快手术治疗， 避免延
误治疗造成脊髓发生不可逆性
损害： 1．颈脊髓受压症状明显
(急性、 进行性)， 磁共振或 CT
等也已证实脊髓明显受压； 2．
病程较长， 症状不断加重且诊
断明确者； 3．脊髓受压症状虽
为中度或轻度， 但非手术疗法
1～2 个疗程以上没有改善， 影
响工作和正常生活者。

�������7月 14日， 郴州市汝城县皮防所 （汝城县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来到驻点帮扶的大坪
镇祝岭瑶族村五桂自然村开展关爱皮肤健康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 医务人员为群众免费
测量血压、 血糖， 进行皮肤病义诊咨询， 对皮肤病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进行了科普宣
传， 共发放健康教育宣传册 200余份， 免费发放预防皮肤病和降暑药品价值 2000元。

通讯员 朱忠达 何冠琴 唐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玲黄芬） 洪女士 12 年前
在一家美容院行乳房假体植入隆胸术， 近日她突然
发现自己左侧乳房变形了， 赶紧来到长沙市第一医
院就诊， 完善乳腺彩超检查后， 医生确诊洪女士为
乳房假体破裂。 该院乳甲外科立即为洪女士安排了
手术， 取出了破裂的假体。 术中发现假体已经四分
五裂， 假体凝胶样内容物已经在乳房后间隙到处流
动， 医生为洪女士彻底清洗后， 重新放置合格、 优
质的假体， 洪女士的乳房形态重新恢复。

该院乳甲外科副主任蒋雅玲介绍， 隆胸假体
是有保质期的， 根据假体和女性自身的情况， 假
体的寿命一般在 7~10 年以上。 假体破裂是假体
外壳上出现一个裂口或小洞， 乳房包膜挛缩、 手
术器械损坏以及外界强烈的压力等都可导致假体
破裂， 植入时间越久破裂风险越高。

大多数硅胶植入物破裂没有症状， 即 “无声
破裂”， 无声破裂不会改变植入体的外观或感觉，
所以当乳房假体破裂时， 患者本人有可能不会很
快注意到。 蒋雅玲提醒， 爱美女士如选择隆胸，
需注意假体的安全， 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手
术， 术后要定期复查， 避免乳房暴力碰撞及尖锐
物体损伤。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梦辉刘雪姣） 最近， 小王
发现 56 岁的母亲消瘦了不少， 皮肤干燥无光， 精
神状态不佳， 稍微活动就乏力出冷汗， 有一天出门
买菜还差点晕倒在路上……担心母亲身体的小王赶
紧带着她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全科医学科就诊。

经过检查， 王妈妈血糖偏低， 血钾也偏低。
在医生的仔细询问下， 王妈妈说起自己最近正在
节食减肥。 原来夏天到了， 爱美的王妈妈发现自
己胖了不少， 为了尽快达到减肥目标， 近一个月
来， 她每餐都只吃小半碗米饭和水煮蔬菜。

“您这样的减肥方式不当！ 身体出现的这些
不适正是过度节食导致的营养不良和低血糖反
应！” 接诊的全科医学科主任梁珍玲向王妈妈解
释， 减肥并不是单纯的少吃多动， 尤其是对于合
并了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 追求过度消瘦会
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 器官萎缩衰竭， 特别是
对于合并有糖尿病或者糖耐量异常的中老年人，
过度节食会导致低血糖反复发作， 增加心脑血管
意外的风险。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歆春 秦璐） 61 岁的吴奶
奶 （化名） 近两年来反复出现下腹疼痛、 大便不
畅等问题， 而且体重持续下降了 20 千克， 还出
现了眩晕、 失眠的症状。 近日， 家人将体重仅剩
23 千克、 备受疾病折磨的吴奶奶送到南华大学
附属长沙市中心医院就诊。 经检查， 吴奶奶被确
诊为 “左侧闭孔疝并发不完全性肠梗阻、 重度蛋
白质 - 热能营养不良”。

该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周杰斌解释， “闭
孔” 是人体盆腔通向大腿的一个圆形孔道， 正常
大小为一个指尖。 因为女性骨盆较宽， 而老年人
肌肉力量减弱， 所以闭孔疝多见于消瘦的高龄女
性， 特别是有慢性咳嗽、 习惯性便秘的人。 闭孔
疝大多是因为腹内压增高而导致小肠、 结肠， 膀
胱等器官卡入此通道形成。

周杰斌表示， 闭孔疝会导致肠绞窄、 肠坏
死， 所以一经发现， 应尽早手术治疗。 明确诊断
后， 吴奶奶在该院普外科接受了左侧闭孔疝修补
术。 术后， 经过营养支持和对症治疗， 吴奶奶身
体各项指标日趋正常， 体重也逐渐回升。

本报通讯员 籍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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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骨科疾病中的“隐形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