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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岁的张先生 （化名）年

纪轻轻就当上了一家企业的老

总，人也长得有“福相” ，大腹便

便， 脸盘如月。 最近， 他更是

“胖” 得没了脖子，头和肩的连

接处仿佛消失了一般。 一开始，

张先生以为自己只是应酬太多

变胖了， 但后来出现喉咙沙哑，

吞咽困难的情况， 到医院一查，

竟是甲状腺癌晚期。

张先生是浙江某企业的老

总， 员工们每年都有例行体检，

他自己却一直疏于检查。 五年

前，他发现颈部出现结节，但听

说甲状腺结节 90%以上都是良

性，少数才会发展成恶性，就没

有听医嘱每年做一次 B 超检

查。 后来脖子变粗了，以为自己

又胖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甲状腺外科主任王平表示，

很多人觉得甲状腺结节良性居

多就不加以重视，但其实甲状腺

癌晚期患者并不少见，最近更是

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因为发现

得晚，耽误了治疗。

王平医生说，现在体检甲状

腺结节的检出率很高，大部分甲

状腺结节确实是良性的，但必须

由专科医生来判断。良性的只需

长期随诊观察，而恶性的越早治

疗效果越好。 如果确诊甲状腺

癌，目前有随访观察、物理治疗、

手术治疗等多种手段，手术治疗

是首选。

王平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

的美女患者，因为担心手术后脖

子留下疤痕不好看，就选择了物

理治疗，希望用射频消融的方法

来“烧死” 癌细胞。 结果医生检

查时发现，物理治疗根本没有把

癌细胞清理干净，只“烧死” 了

其中的一小部分。

王平医生认为，只有特定的

人群，才适用物理治疗或随访观

察。 物理治疗有严格的指征，包

括：

非病理学高危亚形；肿瘤直

径不大于 5mm； 无甲状腺被膜

受侵且无周围组织侵犯；癌灶不

位于峡部； 无多灶性甲状腺癌；

无甲状腺癌家族史；无青少年或

童年时期颈部放射暴露史；无淋

巴结或远处转移证据；患者经医

护人员充分告知后，仍拒绝外科

手术，也拒绝密切随访。

随访观察要满足以上几条，

再加上患者心理压力不大，能积

极配合。但现实中很少有患者满

足所有的条件，所以手术治疗更

适宜， 而现在手术方式很多，也

能避免留下明显的疤痕。

张冰清 鲁青

本报讯 10 月 30 日， 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栏目刊登

的 《秋冬季慢阻肺高发 预防感

冒是重点》一文，引起了广大慢

阻肺患者的关注。热线期间，本报

接到上百名患者来电咨询该病症

的防治问题。为此，11月 13日 14

时至 15时，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金阳医院） 呼吸与危重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陈雪英，将再次针

对如何防治慢阻肺的话题， 与广

大读者、患者交流。

陈雪英主任表示， 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即慢阻肺），是一种以

持续呼吸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

的呼吸系统疾病， 早期表现为慢

性支气管炎及肺气肿。 该病通常

是由于明显暴露于有毒颗粒或气

体引起的气道和（或）肺泡异常

所导致， 具有高致残率和高病死

率的特点， 且秋冬季是该病的高

发期。

那诱发慢阻肺的高危因素是

什么？如果不早期干预、不及时治

疗，该病症还会诱发哪些并发症？

患有慢阻肺的患者可以运动吗？

针对慢阻肺， 平时可通过哪些锻

炼方法来缓解病情？日常生活中，

应该如何做好慢阻肺的防治工

作？针对此类问题，11月 13日 14

时至 15时，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另外， 本报将招募两名患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互动交流，

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电话：

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秋冬季慢阻肺高发，本报健康热线引众多患者咨询———

下周二 再话慢阻肺防治

热线预告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与金阳医院专家交流；

招募两名患者来现场，报名电话：15885017798

JIANKANG

SENLIN

健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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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了 HIV 是否可以结婚， 答案

是肯定的。 我国婚姻法规定，只有“患

有医学上不适合结婚的病种” 的人才

不能结婚，艾滋病不是我国法律禁止结

婚的病种。

相关法规规定：“对于婚检发现的

可能会终生传染的不在发病期的传染

病患者或病原体携带者，在出具婚前检

查医学意见时， 应向受检者说明情况，

提出预防、治疗及采取其他医学措施的

意见。 若受检者坚持结婚，应充分尊重

受检双方的意愿，注明‘建议采取医学

措施，尊重受检者意愿’ ” 。 因此，在婚

前感染 HIV 的一方一定要让对方知道

自己是 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只

要双方愿意，并保证采取防止对方被传

染的相应措施，则可以结婚。

但需要强调的是，感染者或患者及

其配偶要格外注意性生活时，必须坚持

正确使用安全套。

对于感染 HIV 的女性是否可以生

育， 现行的法律并没有禁止 HIV 感染

者或艾滋病患者的生育权。 但是，这必

须是在当事人双方获取充分的信息和

咨询后才能做出的选择。

首先，HIV 感染的母亲，其胎儿或

婴儿在妊娠、分娩以及哺乳过程中均有

可能发生感染，概率为 35%-50%。 虽然

目前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能够使母婴传

播降低至 1%-2%， 但仍然有极少部分

胎儿或婴儿有可能被感染。 此外，即使

出生的婴儿是健康的，若父母双方均是

HIV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虽然目前该

疾病能够得以控制，但仍属于不能治愈

的疾病，所以，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患

者需慎重考虑是否生育。

如果当事人双方坚持生育，须做好

预防措施，如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病

毒治疗药物降低母婴传播风险，将感染

的风险降至最低。如果发现妊娠或坚决

要求生育的， 须及时到专科医院就诊，

做好进一步体检、治疗和随访，以得到

安全、科学的围产期服务。

来源：“筑爱部落”微信公众号

感染 HIV后

可结婚生子吗

“鼠标手” ，顾名思义是因长

时间频繁地使用鼠标而诱发的一

种疾病，医学上称之“腕管综合

症” 或“迟发性正中神经麻痹” ，

属于“累积性创伤失调症” 。贵州

省骨科医院骨内科 （颈腰腿疼

科）四病区主任张丁表示，该病

症常伴有指关节疼痛、麻木，手指

肌肉无力等情况。而预防该病，应

从改掉不良姿势做起。

33 岁的吴先生，是贵阳一家

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 由于工作

需要， 他几乎每天都要长时间使

用键盘和鼠标。前不久，他感觉手

指时常发麻， 特别是食指和中指

关节还有疼痛感。 近日更是整个

手腕都有不适， 手指出现肌无力

的情况， 他到贵州省骨科医院就

诊，被诊断为“鼠标手” 。

张丁主任表示， 人体的腕管

通常由 8 块腕骨、9 条肌腱和 1

条正中神经组成， 由于操作电脑

时手腕必须背屈一定角度， 这时

腕部就处于强迫体位， 不能自然

伸展。长期如此，腕管中的正中神

经被压迫，导致神经传导被阻断，

手就会出现刺痛、 麻痹和无力的

症状。若不重视，会对手部功能造

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严重者甚至

会导致永久性手部残疾。

为此张丁主任建议， 日常应

从改掉不良姿势做起。首先，拿鼠

标的姿势要正确，即工作时，手臂

和肘关节、大腿和后背，以及屈膝

处，尽可能呈约 90 度的直角。 上

臂和前身夹角尽量保持 45 度，身

体和鼠标保持合适的距离， 减少

手部负担。

其次， 最好选用材质相对较

软的鼠标垫或腕托。 此外，每隔 2

小时应活动一下手腕关节， 缓解

局部关节神经疲劳， 以防形成

“鼠标手” 。

实习记者 罗林

本报记者 王杰

手指发麻 当心“鼠标手”

贵州省骨科医院专家：工作时，每隔两个小时活动一下腕关节

今日提醒

对于消化不好的人来

说， 肉类是他们想吃却不敢

吃的食物。 然而，肉类除了美

味，还是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12、铁、锌等营养素的重要

来源，长期不吃肉，容易引发

营养不良、贫血、免疫力降低

等问题。 其实，消化不好的人

只要做到以下三点， 也可以

放心吃肉。

1. 选容易消化的肉类，

比如鸡肉、鱼肉，它们肉质细

腻，脂肪较低，比较容易消化

吸收。

2.尽量选择蒸、煮、炖等

烹调方法，避免高温煎炸，少

放盐，食用前除去浮油。 可将

肉类切碎后再进行烹煮，如

肉丝、肉末，更易于消化。

3.控制食用量。 每天食

用畜禽肉 40-75 克， 水产品

40-75 克，可分到三餐或者两

餐中食用，每次不宜贪多。 宜

搭配蔬菜、豆类等一起食用，

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天津市天津医院营养科

营养师 康瑞雪

消化不好

吃肉有讲究

口腔内藏污纳垢的大本营———牙

缝，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牙刷对它

无能为力，只能靠牙线清洁。

使用牙线时， 有时会突然断裂，这

是一种警示， 提醒使用者注意口腔问

题。 蛀牙、牙结石或补牙时没补好（牙

齿表面没有补平） 等原因都会造成牙

线断裂，出现这种情况时，应及时就医。

郭五陵

牙线老断

牙有问题

营养课堂

刘先生咨询： 我是一名教

师，嗓子一直不好，容易咽干咳

嗽、声音嘶哑。 同事给我推荐一

款“甘桔冰梅饮” ，说可以缓解

咽干痰少的症状： 取生甘草 6

克、桔梗 6克、乌梅 5克、木蝴蝶

5 克，冰糖适量，用开水冲泡后

代茶饮。 请问这个方子可行吗？

湖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主

任邓可斌解答：该方滋阴润肺、

利喉开音，兼清肺气，可用于肺

阴亏虚、津不上承、咽喉失养导

致的以咽干、少痰、声嘶为主症

的慢性咽喉炎患者。 经常用嗓

的人群，如教师、营销人员等可

以日常饮用。 方中，甘草甘润平

和，归肺经，能祛痰止咳；桔梗

宣肺祛痰、利咽开音；乌梅味酸

而涩， 性收敛， 入肺经能敛肺

气，止咳嗽，适用于肺虚久咳少

痰或干咳无痰者； 木蝴蝶清肺

利咽，为治咽喉肿痛之常用药，

尤多用于治疗声音嘶哑。

方中乌梅、甘草、冰糖酸甘

之品较多， 虽可滋阴， 但碍化

湿，所以脾胃虚寒、痰多的人不

宜饮用。 据《生命时报》

咽干 喝甘桔冰梅饮

有问有答

胖得没脖子？ 一查竟是癌症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