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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面肌痉挛后，不治疗
或采用保守治疗，病情是不是
就能消失？”很多面肌痉挛患
者心存美好期待，渴望面肌痉
挛能够自愈。那么，面肌痉挛
能否自愈？

对于这个患者普遍关心
的问题，郑州中泰脑科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张旭光表示，面肌
痉挛和单纯的眼皮跳不同，眼
皮跳一般短期内都可自行消
失，面肌痉挛作为一种常见的
神经外科疾病，则不能自愈。

患者就诊要“有备而来”

据张旭光介绍，面肌痉挛
最典型的症状是从眼角逐渐
发展到口角的半侧面部抽搐，
以精神紧张或者劳累后逐渐
明显，严重者还有睁眼困难、
面容改变。虽然面肌痉挛不
会导致生命危险，但是，也会
给患者的心理和生活带来较

大影响。
“大家要懂得面肌痉挛和

眼皮跳的区别，眼皮跳和睡眠
不足、精神紧张有关，短期内
一般都可自行消失。如果症
状持续，甚至有蔓延到口角的
趋势，则可能是面肌痉挛，应
当尽快到正规医院进行详细
检查，明确病因，及时治疗。”
张旭光提醒，面肌痉挛的确诊
主要依靠经验丰富的医生看
到痉挛时的表现，并根据所看
到的发作形式，判定是否为面
肌痉挛。需要提醒的是，门诊
常有患者在就诊期间没有痉
挛出现，因此就无法判定。

为防止这种情况，张旭光
建议患者要“有备而来”——
在就诊前，最好将面肌痉挛发
作频繁时的表现用手机录下
来，以确保医生能看到发作时
的样子，便于诊断。就诊时要
认真回答医生的问题，尤其是

患者如果之前得过面瘫，务必
告诉医生，因为有的面瘫后遗
症与面肌痉挛非常相似，治疗
方案却完全不同。

此外，患者需要进行头部
CT或头部磁共振平扫检查，
目的在于：首先，了解有无导
致继发性面肌痉挛的颅内病
变 ，如 肿 瘤、脑 血 管 畸 形
（AVM）、颅底畸形等；其次，
明确有无与面神经存在解剖
接触的血管，显示出血管的类
别、粗细以及对面神经的压迫
程度。

微血管减压术
是最常用且最有效的方法

“面肌痉挛不能自愈，因
为面肌痉挛是血管压迫面神
经引起的，微血管减压术是目
前治疗面肌痉挛最常用且最
有效的方法。”张旭光说，早在
1967年，就开始应用这种方

法治疗面肌痉挛，手术在全身
麻醉的情况下进行，需要在耳
后做一个约 5cm 的头皮切
口，颅骨上打开约五角硬币大
小的骨窗，通过显微镜找到压
迫面神经根部的“责任血管”，
将压迫处进行松解，并将面神
经根部和“责任血管”用一种
特殊的材料垫开……

据介绍，这种微创手术具
有疗效确切、创伤较小、出血
及并发症少、痛苦小等优点。
术中，医护人员会对患者手术
部位进行颅骨原位修补，即采
用自体颅骨碎片成型后，修补
颅骨缺损，既促进创口更好的
愈合，又保持了颅骨的完整性
和手术的安全性。自体骨修
补既能减少患者材料费的支
出，又不会发生排异反应，不
影响患者进行核共振检查，将
来恢复后切口外观也更加平
整、美观。

运动带来的髌骨脱位
不应被忽视

小佳是个 13 岁的小男
孩，家住洛阳宜阳县。两年
前，他在体育运动中不小心摔
一跤。父母当即将他送往当
地医院急诊，拍的片子显示为
右侧膝盖髌骨脱位。医生按
照常规的脱位处理方法对患
肢进行治疗：首先进行了支具
固定，并且口服药物治疗。后
来，小佳的右膝关节经常在活
动时突然出现疼痛、不能活
动。前往多家医院诊疗，并没
有特别的治疗效果。家长看
着自家宝贝遭受着折磨，内心
自然很是难受。

后经亲戚介绍，河南省直
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治疗膝关

节疾病很有特色，小佳父母就
带着孩子来到医院。河南省
直三院骨科沙宇主任医师在
门诊接待了他们。经过详细
查体、阅片，沙宇主任为小佳
初步诊断：右侧髌骨习惯性脱
位。建议住院治疗。

小佳的父亲仍然存在担
忧：“既然还是髌骨脱位，我们
继续佩戴支具不行吗？”沙宇
主任解释道：“小佳的髌骨脱
位并不简单，初次受伤后反复
出现膝关节疼痛、活动受限，
根据描述考虑应该是髌骨多
次出现脱位造成习惯性脱
位。在反复脱位的过程中髌
韧带已经出现损伤，不能维持
髌骨关节稳定，所以积极干预
治疗应是首选方案。”

听完沙宇主任的耐心解

释，小佳父母为孩子办理了入
院手续。

完善化验检查后，沙宇主
任为小佳实施了髌韧带平衡
的微创处理。伤口只有2cm，
出血非常少，1周后小佳正常
出院。其后半年复查，小佳右
膝关节未再出现髌骨脱位。

青少年髌骨习惯脱位
需积极治疗

据沙宇主任介绍：“髌骨
脱位往往发生在跑步（特别是
弯道、转体时）、半蹲侧方移位
（打篮球防守移步）或膝关节
侧方撞击等直接创伤。部分
髌骨脱位的病人可以有自身
的解剖异常，如全身性的关节
囊松弛、高位髌、膝关节外翻
（X形腿）等表现。习惯性髌

骨脱位的治疗，年龄越小效果
越好。不仅能解决脱位问题，
还可避免继发畸形。如果治
疗较晚，会出现髋、膝关节继
发屈曲、腰前凸加大等畸形。
甚至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影响
工作与生活。实践证明手术
治疗，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近年来，河南省直三院骨
科把膝关节专科专病建设放
在首位，集中优势力量专注膝
关节病的研究，明确以关节微
创为特色的发展方向。医院
将骨科、康复、运动医学结合
起来，打造骨科康复运动医学
联盟，成立骨科康复标准化病
区，更好地服务患者。在膝关
节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取得突
出进步，已实现膝关节病诊疗
保守、微创、手术治疗一体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经过紧张细致的评选，本
报联合广州白云山举办的白
云山复方丹参研究中心杯“我
的养生之道”有奖征文获奖名
单昨日揭晓。

2018年7月18日，河南
省首届白云山复方丹参研究
中心杯“我的养生之道”有奖
征文活动启动后，得到了读者
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半
年时间中，本报择优选取了部
分优秀稿件予以刊登，征文已
于今年 1 月 16 日截止。此
后，大河报天天健康编辑部组
织媒体记者、养生专家等对征
文进行评选，获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赵凤山
奖品：价值5000元的“健

康全家福礼包”
二等奖：谭仁和 吕益志
奖品：价值3000元的“健

康伴侣大礼包”
三等奖：刘顺卿 贺虎山

赵福君 张宗横 罗毅
奖品：价值1000元的“健

康生活大礼包”
优秀奖：张凤岐 徐学智

郭晓福 刘法宣 焦惠园 李磊
王永生 江金永 杨献民 荣玉梅

奖品：价值300元的白云
山健康达人礼包

获奖名单公布后，本报编
辑部会与获奖作者联系，颁奖
时间、颁奖地点另行通知。

揭晓啦
白云山复方丹参研究中
心杯“我的养生之道”有
奖征文获奖名单公布

青少年髌骨脱位应重视

习惯性脱位要不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韩晓峰

髌骨脱位是指由各种原因所致的髌骨从自身位置移位，使膝关节界面的对
合紊乱，从而导致膝关节功能障碍的常见疾病。髌骨脱位占膝关节损伤的2%~
3%，多发生于年轻、活动度大的患者。作为引起膝关节积血的第二大原因，其
发病率大概为6/10万人，在10~17岁青少年中为29/10万人。青少年初次髌骨
脱位后常常不能引起患者和家长的重视，反复膝关节损伤极有可能导致习惯性脱位，为膝关节发育带来隐患。

爱膝
之道

如果您的关节出现问题
拨打0371-65796135

面肌痉挛会自愈吗？答案是：不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赵宏

瓷娃娃、天使宝贝、月亮
孩子、熊猫宝宝……这些听起
来很美妙的词语背后，却带着
常人无法想象的伤痛，他们对
应的是一种种我们闻所未闻
的罕见病。

2月 28日是“国际罕见
病日”。当天，郑州大学三附
院将在该院门诊楼2楼候诊
区召集小儿神经内科、小儿骨
科、产前诊断中心、生殖中心、
筛查中心、遗传实验室等科
室，面向社会展开多学科联合
义诊。对于家庭困难的罕见
病患儿家庭，如需进一步检测
和治疗，可以帮助申请出生缺
陷贫困患儿救助项目。

今天，这里有
罕见病义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车佳 郭亚清

爱耳日，查查耳朵可还好
在第二十个全国爱耳日

到来之际，省会郑州各大医院
纷纷推出系列公益活动。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月1日上午，医院将在

经八路院区门诊一楼大厅开
展专家义诊活动。免费电耳
镜检查、听力检测服务（纯音
测听根据病情需要，限 50
名）；免费耳鸣评估（限 50
名）。3月1日至3月31日，在

经八路院区耳鼻喉科门诊，为
符合条件的患者及家庭免费
进行耳聋基因检测。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月3日，该院对爱耳日

遗传实验室接收的所有耳聋
基因筛查免费。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3月2日上午，在病房楼

大厅举行义诊活动。当天，耳
鼻喉门诊免挂号费，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专家还将通过先进
的内窥镜设备，对耳、鼻、喉等
部位进行免费疾病筛查。3
月3日~3月10日活动期间，
听力相关的检查半价优惠。

医院对郑州市中重度听
力障碍及耳鸣患者定期进行
耳科及听力免费检查，并对其
中有中重度听力障碍的患者
收院治疗。对符合条件的住
院病人进行救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彭永强 陈燕

<<< 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