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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超 2 亿人患上甲状腺疾病

我们应当如何预防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影响身体的方方面面
提起甲状腺人们可能比较陌生，但提起“粗脖子
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其实“粗脖子病”就是甲状腺
肿大。甲状腺就位于喉结的下方约 2～3 厘米处，在
吞咽东西时可随其上下移动。人类甲状腺在胎儿期
就开始出现，胎儿出生后甲状腺发育成为左右两腺
叶，连接两个叶的中间部是峡部。在青春期甲状腺发
育成熟，甲状腺的重量为 15～30 克，两个叶各自的宽
度为 2～2.5 厘米，高度为 4～5 厘米，峡部宽度 2 厘米，
高度 2 厘米。甲状腺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腺泡，对碘有
很强的聚集作用，虽然通常腺体中的碘含量比血液中
的含量高 25～50 倍，但每日饮食摄入的碘仍有 1/3 进
入甲状腺，
全身含碘量的 90%都集中在甲状腺。
甲状腺激素是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具有促进新陈
代谢，促进长骨、脑和生殖器官的发育生长，提高中枢
神经系统的兴奋性等作用。当一些原因导致甲状腺
激素分泌过多或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时，人体就会出
现一系列相关脏器代谢增快或减慢的表现。

■ 盛月

生 活 中 ，有 人 暴 脾 气 ，有 人 慢 吞
吞，有人每天兴致冲冲，有人成天无精
打采……你以为这些都是天生的性格
原因吗？不，也有可能是甲状腺出了问
题。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分泌腺体，相
当于人体的“发动机”，调解着全身的代
谢平衡。数据显示，我国 2016 年甲状腺
疾病的发病率高达 20%，2017 年甲状腺
疾病的检出率高达 40%，全球甲状腺患
者已经超过 3 亿，而我国甲状腺疾病患
者已经超过 2 亿。

易得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定期检查
由于多数甲状腺疾病的早期表现无明显特异性，
并且是渐进发展的，
因此容易被忽视，
但还是有一些蛛
丝马迹可以起到提示作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下
列情况应提高警惕，及早到医院检查：1. 脖子、颈部变
粗，
衣领发紧，
呼吸不畅，
吞咽困难以及头面部、
上肢浮
肿等都有可能是由于甲状腺肿大压迫气管、食管及周
围血管所导致。2. 情绪不稳定，性情变得急躁或者情
绪低落；
心慌，
气短，
全身疲乏无力，
记忆力下降。3. 身

体异常，
双手发抖，
怕热多汗，
皮肤潮湿或者皮肤干燥，
手足发紧，发胀，反复心律失常，总感觉怕冷等。4、食
欲发生变化，
吃得多，
但容易饥饿。同时找不到原因的
体重变化也是甲状腺功能紊乱最常见的体征之一。
此外，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接受过甲状腺放射
性治疗者等容易得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定期到医院
检查，
及早诊断和治疗。

五种食物保护甲状腺
甲状腺疾病如今已是人体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保
护甲状腺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五种食物对甲状腺
的保护有适当作用。
1. 苹果。苹果中富含的果胶具有排毒功效，可使
血液中的汞等有毒化合物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2. 牡蛎。牡蛎是锌的重要食物来源。人体需要
足够的锌以激活甲状腺素的产生。健康的甲状腺离
不开充足的锌。
3. 鸡肉。鸡肉富含氨基酸，特别是产生甲状腺激
素必不可少的酪氨酸和多巴胺。饮食中缺乏酪氨酸
可能会导致甲减，缺少多巴胺则会导致暴饮暴食和身
体肥胖。鸡肉还富含维生素 B12，甲减患者同样需要补
充这种营养素。
4. 酸奶。酸奶含有天然的维生素 D。
《国际健康科
学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维生素 D 缺乏更容易
导致肥胖和甲状腺疾病。
5. 三文鱼。三文鱼、金枪鱼和鲭鱼等深海鱼富含
欧米伽 3 脂肪酸，具有抗炎作用。
《营养生物化学杂
志》刊登一项新研究表明，常吃三文鱼，有助减少腺体
炎症，
有益甲状腺健康。

长寿区人民医院
“科技兴院、科技强院”系列报道

把患者病治好，是医生的最高追求
本报记者 何君林 通讯员 何东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登上 4 月
的凤城，涉足 4 月的长寿区人民医院，我们不仅看到
了桃李芬芳的绚烂，更看到一项项新技术的成功实
施，为患者带来的福音。
时间刚刚跨进 4 月的门槛，一位 65 岁的女性患
者因上腹胀痛，并伴随全身黄染，被家人立即送到
长寿区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结果诊断为梗阻性黄
疸、胰腺肿瘤。科室随即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查，征
得患者家属同意后，决定施行腹腔镜下胆肠吻合、
肠肠吻合术。
“这是我们实施的首例腹腔镜下胆肠吻合、肠
肠吻合术，其挑战和压力可想知。”主刀医生坦言，
虽然手术的操作相对复杂，对术者和手术团队的胆
道外科基础及腔镜下显露、分离、缝合及吻合都有
较高的要求，但在目前与开腹手术相比，腔镜技术
有明显优势，开展全腔镜胆肠吻合已成为必然的趋
势。只要选好适应症、逐渐积累手术经验、扩大应
用范围，全腔镜胆肠吻合将成为众多胆肠吻合术式
中的首选。
此例腹腔镜下胆肠吻合、肠肠吻合术的成功开
展，填补了长寿区的空白，更实现了长寿区人民医
院在肝胆疾病治疗方面的新突破，极大提升了肝胆
外科的诊疗及技术水平，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肝胆疾
病患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我们想看到更多的精彩，无疑应该沿着时
间这条线索向前行进，继续在长寿区人民医院寻寻
觅觅。
4 月中旬，医院骨一科对一胸 8 椎体肿瘤患者实
施了胸椎后路肿瘤切除单边固定术。此术式为脊
柱外科 4 级手术，是骨一科自主开展的首例胸椎肿
瘤切除手术。据介绍，由于胸椎的解剖结构较为独
特，胸椎脊髓的移动性极小，加上胸髓娇嫩，胸椎肿

瘤的切除，术后发生截瘫的概率较高，各大教学医
院都比较谨慎。对于从未开展过此项手术的医院
骨一科来讲，
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手术前，在骨一科主任张健主持及指导下进行
了详尽的讨论和准备，
手术由副主任医师曾胜主刀，
主治医师陈佳汝为助手完成。因肿瘤由神经根发
出，紧靠硬膜囊，同时肿瘤侵犯肋骨，向前与胸膜粘
连，
手术在保护好神经的同时，
也维持了胸膜的完整
性。该手术填补了长寿地区胸椎肿瘤切除手术的空
白，
极大地提升了医院脊柱外科的诊疗水平。
同样在 4 月中旬，医院骨一科对一例颈髓损伤、
双上肢截瘫病人实施了颈 3 至颈 7 后路椎板单开门
减压、椎板成形、内固定手术。
“此术式为脊柱外科 4
级手术，是我们骨一科自主开展的首例颈椎后路手
术。”主刀的副主任医师曾胜说，此术式对于颈髓损
伤、多节段颈椎间盘突出、后纵韧带钙化、颈椎管狭
窄均有较好疗效，特别是对于颈椎前路手术不能解
决的病变可以取得更好的疗效。
此例颈椎后路单开门手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
长寿地区颈椎后路手术空白，
实现了长寿区人民医院
在颈椎疾病治疗方面的新突破，
解决了单纯前路手术
的不足，
为颈椎病的治疗开拓了更多的治疗方式，
为
更好地服务广大颈椎疾病患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我们还应该走进长寿区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看看。这里，在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
副主任林江凯教授及储卫华教授的指导、协助下，
从 3 月到 4 月，该科室先后成功开展了 3 例后颅窝及
椎管内占位性病变切除手术，填补了长寿区人民医
院髓内病变手术空白，为脊柱神经外科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开端。
当时间定格在 4 月 15 日，我们看到在副主任、教
授林江凯的指导下，神经外科依托神经脊柱外科技

术优势，成功完成长寿区人民医院首例髓内病变切
除术。据称，椎管内占位病变发病率高，空间有限，
髓内肿瘤持续生长，往往导致脊髓受压变形，进而
出现脊髓缺血变性，出现肢体感觉及运动功能障
碍。该手术操作位于髓内，是神经脊柱外科高风险
手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对于自己能成为长寿区
人民医院首例髓内病变切除术的受益者，患者一个
劲地感叹自己很幸运。
把病治好，是患者最大的心愿，也是医生最高
的追求。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把病治好”？医疗技
术是决定性因素。
以科技为先导，瞄准学科前沿，发展运用高新
技术是科技兴院的前提。近年来，长寿区人民医院
抓住机遇，瞄准国际国内一流技术，加大资金投入，
大胆引进高新设备，建立新学科，培植新重点，积极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拓宽了医疗服务的范围和种类，为社会提
供了优质低价的医疗服务，也带动了整体学科技术
的发展。如今，医院心血管介入手术，冠状动脉造
影术，冠脉内支架置入术，临时/永久起搏器置入术，
输尿管软镜技术，等离子电切术，腹腔镜前列腺癌
根治术，关节镜下前后交叉韧带重建术，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腔镜疝修补术，腔镜下结直肠癌、胃癌、
肝癌手术，胸腹腔镜下食管癌根治术，髋关节、膝关
节置换术，肿瘤介入术，椎板切除和脊柱融合术，脑
血管栓塞介入溶栓，动静脉造瘘术等技术均位列区
县医院领先水平。
“医疗技术是医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要持
续推进新技术的发展，
由拓展项目逐渐转向市级、国
家级高难度的创新性技术项目，我们将继续鼓励新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这是长寿区人民医院院长乔正
荣的决心，
也是长医人集体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