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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赶
紧把你关心的问
题发给我们吧。

“ “

“悦动悦健康”是常州报业
传媒集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
号，以解读医疗卫生领域相关政

策，传递当下最热点的医学信息和本地卫生医疗新闻等内容
为主。我们会定期邀请本市各大医院知名专家，回答大家在
微信上的提问。

本期出场专家：市三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陆晓宇
读者提问：孩子游泳后喊耳朵痛，但痛得不厉害，可能是

什么原因？
专家解答：在清凉的游泳池里玩水嬉戏，是夏季里孩子

们最喜欢的运动。可是，每每游完泳后，就有不少孩子嚷着
耳朵痛，被父母送到医院救治。其耳痛原因多半是由于耳耵
聍（即俗称的“耳屎”）作怪，某些孩子的耵聍长期堵塞在耳道
内，夏季游泳时一旦耳内进水，坚硬的耵聍潮化膨胀，就易引
起耳痛、耳鸣甚至耳聋等问题。

一般来说，人体耳道内都有适量的耵聍，不提倡对耳道内

的耵聍作过多清理，但若耵聍分泌过多或外耳道狭窄，耵聍不
易排出，逐渐结成硬块阻塞外耳道，就容易形成耵聍栓塞。不
及时取出的话，耵聍栓塞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硬，压迫外耳道的
皮肤时间长了，可诱发外耳道皮肤糜烂、肿胀及肉芽形成。

在洗澡或游泳时，耳朵进水可将耵聍栓塞泡胀，引起外耳道
发炎，产生疼痛、耳朵胀闷、听力下降等。长时间的耵聍栓塞和
感染可以引起外耳道皮肤破坏、骨质吸收，
产生外耳道脂瘤，疼痛症状十分严重，这时
需住院手术治疗。

儿童的外耳道皮肤比较薄，皮下组织
较少，紧贴软骨和骨膜，且有极丰富的神经
分支，更易受到耵聍堵塞的刺激和伤害。
如果孩子耳内有较多耵聍堆积，家长切勿
置之不理，以免酿成大祸。

专家解答的完整版请见今日的“悦动
悦健康”微信平台。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明天起，
市三院眼科、耳鼻咽喉科将开设夜门
诊。夜门诊时间为每天17：00至22：
00，地点分别在1号楼一楼急诊科眼科
诊室、耳鼻咽喉科诊室。22点以后，患
者需到1号楼14和15楼（眼科）、16楼
（耳鼻咽喉科）就诊。

眼科、耳鼻咽喉科是三院的两大
特色专科，求诊患者非常多。前段时
间，该院做过一次统计，发现每天17
点以后，两个科室接诊的患者依然较
多。而夜间急诊没有专门的专科场
地、设备和医生，遇急诊情况往往需
请患者到病房找病房值班医生，或者
让病房值班医生到急诊，总是不方

便。为此，两个科室充分挖掘潜力，
科学调配资源，决定开设夜门诊，以
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就医需求，方便
市民就医。

同时，医院药剂科、检验科、挂号收
费等部门也将全力配合夜门诊开放。

三院眼科创科已经50多年，年门
诊量16万余人次，手术7000余台，拥
有一批市内唯一、省内乃至全国领先
的仪器设备，并拥有市内唯一的眼库
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成立于1958
年，为省、市中医重点专科，科室常规
开展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各类手术，年
门急诊量7万余人次，手术2500余台。

（李文坚 周茜）

本报讯 “你能活着站在我面前
已经是万幸了！”尽管已经是第二位医
生如此解释病情的严重性，杨先生仍
然感到不解。此前，因聚会时喝了点
酒，他骑电瓶车回家时不小心撞到行
道树，当时感到脖子剧痛，不能动弹。
在当地医院做完颈椎CT后，医生就告
诉他头和脖子交界的地方“断了”，不
及时治疗随时有生命危险。当时他已
经非常惊讶，因为自己的确脖子和肩
膀有点痛，手有点麻，但毕竟能行能
动。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他这才来
到市一院脊柱外科。

值班的副主任医师吴俊对着CT
片严肃而详细地跟杨先生及其妻子
介绍了他的病情。片子显示，杨先生

是枢椎齿状突骨折伴寰枢椎完全脱
位，颈脊髓受压损伤。从医学上讲，
寰椎和枢椎是颈椎的第 1 节和第 2
节，位于颈椎和头颅的交界处，是连
接生命中枢的要塞，控制人体的心跳
和呼吸中枢，解剖结构复杂，丰富的
血管神经穿行其中，该处骨折脱位像
杨先生这样严重的患者往往当场就
死亡了。

必须手术治疗！可杨先生曾做过
结肠造漏手术，心脏也不好，做手术要
冒很大风险。在脊柱外科主任刘锦波
带领下，治疗小组邀请全院相关科室
专家对杨先生进行会诊，排除手术禁
忌，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

首先是利用颅骨牵引纠正寰枢

椎脱位，如果牵引能使寰枢椎脱位
完全纠正，就可以从颈部前方进行
手术，这样可以完全保留杨先生颈
椎的正常活动功能。但可惜的是，
由于杨先生寰枢椎完全脱位交锁，
经半个多月绝对卧床的颅骨牵引，
反复的床边X光片检查，杨先生寰
枢椎脱位只得到部分改善，不得不
直接改行手术。

然而寰枢椎的手术复杂、难度大，
是脊柱手术风险最高的部位，曾被视
为“手术禁区”，操作技术要求极高，极
其微小的意外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脊
柱外科的治疗团队为此查阅了国内外
大量资料，结合临床经验，决定对患者
行“颈椎后路寰枢椎椎弓螺钉复位植

骨融合内固定术”。
手术历时两个小时。当麻醉清

醒，杨先生高兴地表示肩膀已经完全
不痛，只是右手还有些麻木。术后第3
天拔除引流管后，在家人和医护人员
的搀扶下，杨先生重新站了起来。此
后又经过两周的精心护理和康复治
疗，杨先生伤口愈合良好，上肢基本恢
复正常。出院前，杨先生对医护人员
的救命之恩再三道谢。

市一院脊柱外科专家提醒市民，
饮酒后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在颈椎
腰椎受到外伤后，一定要高度重视，及
时就医，千万不能乱动，否则可能造成
严重的后果。

（胡勇 周茜）

本报讯 由于在药店测血糖偏
高，陈大爷以为得了糖尿病，听药店推
荐后自购降糖药，结果服药一周后昏
迷，被家人送到四院，经抢救目前生命
体征已经平稳。

陈大爷的家人介绍说，老人今年
78岁，一天前出现全身乏力、头晕等症
状，当时也没有在意，只是关照老人注
意休息。谁知到了第二天，老人突然意
识不清，呼之不应，不能活动，吓得家人
连忙将他送到医院抢救。经检查发现，
老人的血糖仅有1.3mmol/L，属于严
重低血糖（普通人血糖低于2.8mmol/
L、糖尿病患者血糖低于3.9mmol/L就
属于低血糖），如果不及时处理，有可能
危及生命。四院急诊内科团队立即进
行抢救，开通静脉通道，给了50%葡萄
糖注射液静推，并予5%葡萄糖注射液
静滴，等患者意识转清后收治入院，进

行进一步的治疗与检查。
住院期间，临床药师在查房时得

知，陈大爷以往没有糖尿病病史，只有
高血压病史。事发前一周，陈大爷向
往常一样，走进药店测量血压，正好药
店有免费测血糖，陈大爷也就测了一
个随机血糖，当时有9.5mmol/L，药店

工作人员就对陈大爷说是“糖尿病”，
然后科普了一段糖尿病的危害，并推
荐了两种降糖药给老人，老人听信了
药店的推荐，配了药就回家按说明书
吃了起来。结果，把自己吃成了低血
糖住进了医院。

“一次随机血糖高，并不代表就是

糖尿病，即便是诊断为糖尿病，其降糖
治疗也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否
则出现了药物性低血糖昏迷，会导致
胰岛功能紊乱，甚至危及生命。”四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贾晓玲说，“发现
血糖高，一定要正规治疗。”

（霍丹 杜蘅 李青）

最近，走进市中医医院的二病
区，你会发现好多病人身上都绑着照
片上的这个新玩意，空气中还飘着一
丝艾草的清香，原来，这是该病区推
出的康复新方法——艾灸盒。据该
病区护士长潘留美介绍，艾灸盒算是
寻常艾灸的改良版，既可以调节温
度，避免烫伤，又大大减少了普通艾

灸所产生的烟雾，同时还一定程度上
解放了护士的双手，可谓一举多得，
因为疗效确切，很受患者的青睐。

艾灸是通过艾的温热和药力作
用刺激穴位或病痛部位，达到温经散
寒、活血通络、扶阳固脱、消瘀散结、
防治疾病作用的一种疗法。

何云开 文/摄

连接生命中枢的要塞“断了”还浑然不觉

市一院成功救治一寰枢椎完全脱位患者

药店测出血糖偏高，听推荐购入降糖药

服药一周后老人因低血糖昏迷
医生提醒：一次随机血糖高，不等于糖尿病，降糖药需在正规指导下服用

空腹血糖正常值：
糖尿病的临床诊断应依据静脉

血浆血糖而不是毛细血管血血糖结
果，而空腹是指至少8小时以上未摄
入 热 量 。 正 常 人 空 腹 血 糖 ＜
6.1mmol/L，当空腹血糖在6.1mmol/L
以上，应做糖耐量试验。

餐后血糖正常值：
餐后2小时血糖≤7.8mmol/L。

孕妇血糖正常值：
孕妇空腹不超过 5.1mmol/L，餐

后1小时不得超过10.0mmol/L，餐后
2小时不得超过8.5mmol/L。

临床上诊断糖尿病主要依据是血
糖水平的检测结果，常通过检测空腹
血糖和（或）75g糖负荷后2小时血糖
水平而诊断。空腹血糖≥7.0mmol/L
或（和）糖负荷后 2 小时血糖≥11.1

mmol/L或（和）伴有“三多一少”症状
且随机血糖≥11.1mmol/L可诊断为糖
尿病。在应激情况下，如急性心肌梗
死、卒中等，可出现一过性应激性高血
糖，此时不能诊断为糖尿病，而糖化血
红蛋白（HbA1c）水平明显升高有助于
鉴别，或度过应激期后复查血糖以明
确诊断。故而，在药店测一次随机血
糖偏高，不能盲目地诊断为糖尿病。

三院眼科、耳鼻咽喉科——

明起开设夜门诊

有 要说画画

市中医医院艾灸又添新招式

孩子为何在游泳后喊耳朵痛？

“双侧甲状腺结节（右侧2.64厘米
*1.43 厘米*1.42 厘米，左侧 0.69 厘米*
0.53 厘米*0.39 厘米），请密切结合临
床。”自3月底体检报告到手，这行字对
市民杨女士而言便如鲠在喉。最终，
她还是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手术把这
两颗“地雷”扫除了。术后病理显示，
左侧结节为乳头状癌，右侧为甲状腺
良性结节。

据介绍，对于需要手术的甲状腺
癌患者，目前普遍赞同的多学科规范
化治疗是分三步走：手术治疗、术后

131碘治疗和口服药物TSH抑制治
疗，把复发率降到最低。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薛卫2007
年到上海肿瘤医院进修后，就一直以
甲状腺癌的手术治疗为主攻方向。他
表示，甲状腺癌的切除目前已经是常
规手术，切除范围、对周围组织的保护
等都可以做到十分精细。从外观看，
手术切口约5厘米，为满足患者的爱美
需求，切口处理的方法很多样，通常3-
5天就能恢复。

作为首选方案，手术治疗效果肯

定，并且为以后的非手术治疗打下基
础。薛卫说，多数肿瘤小于1厘米、没
有转移的低危患者在规范的手术治疗
后口服甲状腺素就可以了。

对于病灶多或者有转移的中、高
危甲状腺癌患者，核医学作为外科手
术的重要补充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一方面，在外科手术结束后，通过核
医学的碘全身扫描，将131碘这种核
素引入体内，可以精确追踪并杀死残
留的甲状腺组织和微小病灶。另一方
面，通过核医学的全身扫描，也可以尽

早发现骨骼等方面的癌转移，对提高
患者生存质量、减少复发和转移意义
明显。”核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云说。

不过规范化治疗后，杨洁提醒，患
者还需要定期随访，根据甲状腺素抑
制状态调整口服药物剂量；复查B超
和甲状腺球蛋白，以评估复发与转移
否；同时，由于术后甲状腺激素抑制性
治疗，可能导致骨量加速丢失致骨质
疏松，所以对这部分患者，防治骨质疏
松也是整体治疗的一部分。

周茜 石旦

甲状腺像一只展翅的蝴蝶趴在我们颈前，守护着每个人的健康

甲状腺疾病，如何早诊早治不过度？
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与意大利阿维亚

诺国家癌症研究所联合发布研究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多个高收
入国家甲状腺癌发病率升高，“过度诊断”状况令人担忧。

对于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毋庸置疑。但对于甲状腺癌，尤其是
低危高分化型甲状腺癌这一预后良好的恶性肿瘤，如何早诊断又避免
过度治疗？听听市一院甲状腺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的医生们怎么说。

市一院内分泌代谢科、普通外科、
核医学科及超声科共同成立了甲状腺
疾病联合门诊，由相关专科的专家联
合坐诊，为甲状腺疾病患者提供专业、
全面的服务。目前开展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甲状腺机能减退
症、甲状腺急慢性炎症等疾病的诊断

与治疗，帮助甲状腺癌患者制定手术、
术后同位素治疗、TSH 抑制治疗等规
范治疗方案，同时对可疑甲状腺癌患
者预约安排超声引导下的细针穿刺，
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治疗。

门诊时间：周二下午
门诊地点：门诊六楼

“甲状腺上的确有两个结节，但是
你不用太担心，从超声形态判断是良
性的，只要每半年到一年随访一次就
可以了。”8月18日上午10点半，在超
声检查室，主任医师陈卉一边为患者
做B超，一边轻声解说道。

此后的一个小时内，先后又有4人
走进这间检查室，尽管检查的目的与
项目有所不同，但她们无一例外都查
了甲状腺。

“正常的甲状腺看不见也摸不着，

加上早期病变并不容易发现，过去人
们对这一疾病并不了解，体检也不会
专门去查。”陈卉解释，但近几年，随着
甲状腺检查纳入常规体检项目，以及
超声技术的进步，甲状腺疾病的检出
率明显提升，人们对于甲状腺健康状
况的关注程度也水涨船高。

“目前，超声检查仍是早期发现甲
状腺病变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最
简洁、无创、价廉的方法。”她介绍，B超
可以探测到平时触诊不到的甲状腺结

节，并且超声波图像有一些鲜明的特
点，诸如形态、长相、边界、回声、钙化
等，对于判断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有
非常大的帮助。“例如结节垂直位、形
态不规则、边界不清、有砂粒样钙化、
血流增加等，基本上被认为是恶性特
征，通过细胞学检查和活检穿刺可以
进一步确诊。”

今年1月至今，市一院做了累计5
万余例甲状腺超声检查，其中近70%检
出有甲状腺结节。尽管检出率看起来

不低，陈卉表示，市民大可不必谈“甲”
色变，因为这些患者的结节多数为良
性，无需临床干预，定期复查即可；有恶
性特征、经进一步筛查确诊为甲状腺癌
的仅占5-10%，其中又以最温和、恶性
程度较低的乳头状癌居多（也有人把它
们列为惰性肿瘤），占85%以上，因此，
绝大部分患者预后很好。根据美国国
家癌症研究所数据库统计，甲状腺乳头
状癌5年存活率高达97.9%，10年生存
率可以达到90%以上。

小小一枚甲状腺，为什么“一举一
动”让大家格外关注？

被称为“身体发动机”的它，主要
功能是合成甲状腺激素，调节机体代
谢。“甲状腺功能增强、减弱，合成和分
泌甲状腺激素过多、过少，都关乎人体
每个器官功能的正常发挥。”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杨洁介绍，例如，当甲状腺功

能减退时，人体可能出现水肿、怕冷、
浮肿、便秘等现象；而当甲状腺功能亢
进时，可能有怕热、多汗、消瘦、急躁、
食欲亢进、肌肉震颤等症状。除功能
异常外，甲状腺组织结构异常也意味
着甲状腺疾病。“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
结节，发生率高达 60-70%，门诊上
80%的甲状腺疾病患者因结节就诊。

此外还有甲状腺肿、多种甲状腺炎
等。”

甲状腺疾病的诊疗涉及多个科室，
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常常要多个科
室、多次会诊才能明确诊断并提出治疗
方案。医务处副主任杨玲说，基于此，
市一院于2012年成立了甲状腺疾病联
合门诊，由内分泌科、普外科、核医学

科、超声科及临床检验、病理科专家联
合坐诊，推行甲状腺疾病的影像诊断、
外科治疗、内科治疗以及同位素治疗有
机融合的综合诊疗模式，并落实联合查
房、病例分享、专题讨论、治疗前后评估
及追踪反馈等，根据病情为患者选择更
合适的诊疗方案，规范甲状腺手术，避
免不必要的过度治疗。

早期诊断：超声检查是最有效方法

优选方案：多学科介入全面评估

规范诊疗：“三部曲”有效降低复发率

甲状腺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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