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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瘫痪资源中心的欢迎辞

您好，欢迎阅读本瘫痪资源指南。本书由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 
里夫基金会瘫痪资源中心 (PRC) 制作，为您提供全面的信息与

联系渠道。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您所需的一切资源，帮您尽可能地保
持健康、积极和独立。本书旨在服务所有受瘫痪困扰的人群，包括
患者亲属及其照料者——他们知道，瘫痪可以成为一桩家庭问题。
本中心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与丹娜深知瘫痪突然降临的恐怖。

突然之间丧失行动能力，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这样巨大的改变往
往难以承受。
首先，我想告诉您，您并不孤独。在美国，仅脊髓损伤导致瘫

痪的人群就达 125 万，此外还有成千上万身患其他创伤或疾病的瘫
痪患者。没有人想要加入这个群体，但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他们非常愿意帮您获得健康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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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与瘫痪有关的各类话题，瘫痪资源中心为您提供相关的服
务和资源。对于引发瘫痪的各种病症，无论是中风、创伤还是疾病，
我们都能提供具体的健康和临床信息。我们与许多全国性机构关系
紧密，确保您得到最具针对性同时最为可靠的相关信息。
瘫痪当然不止是一个医学问题。瘫痪资源中心旨在鼓励您尽自

身最大的努力积极参与社区生活。我们拥有许多旅游和娱乐资源与
特殊的辅助设备及车辆，以及帮您详细理解医疗和保险系统的重要
信息。
您还能了解到，在全国范围内有哪些面向瘫痪人群开设的机构，

它们为帮助患者独立生活提供哪些项目。您将在本书中找到有关无
障碍设施、保健、健康宣传、医学研究等方面的大量列表。通过
瘫痪资源中心和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里夫基金会，我们已经发放了
许多 “生活质量 ”资助金，对全国许多此类机构进行了资助。
如您在本书中无法找到所需的信息，请务必访问瘫痪资源

中心网站：www.paralysis.org。如您希望与专业的信息服务人
员进行沟通，请拨打免费电话 (1-800-539-7309) 或发送电子邮件  
(infospecialist@ChristopherReeve.org)，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研究。
最后可能也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您明白，瘫痪并不意味着

绝望。科学家正在稳步前进，破解大脑和脊髓病症背后的奥秘，
相信他们终将成功研究出针对急慢性瘫痪的治疗方案。想了解相关
研究的光明前景，以及对本基金会的工作进行支持，请访问网站  
www.ChristopherReeve.org。

——瘫痪资源中心全体员工



|  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里夫基金会x

总裁兼 CEO 的致辞

欢迎阅读本瘫痪资源指南。本手册
将集中解答各类疑惑，帮助您和

您的亲属穿越瘫痪的重重迷障。
本书以及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里夫

基金会的目的，是帮助成千上万的瘫
痪患者改善生活质量。我们提供您可
信赖的信息，指导您做出正确选择，
帮您充实、积极地享受生活。
里夫基金会已投资上百万美元，

支持受损脊髓的功能恢复性研究。我
们希望更新的治疗手段可以带来长期
收益，同时也深知瘫痪患者的日常生

活有多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通过 “生活质量 ”资助金项目和瘫
痪资源中心，我们在此时此地为您提供工具、服务及资源。
我们同时为残障人群的权利发声，希望为您提供所需的信息和

知识，用坚定的意志和勇气面对瘫痪的世界。
基金会拥有一支优秀而专业的团队，继承克里斯托弗与丹娜的

理想，传承他们的希望和毅力。但我们也知道肩上责任重大；使全
体公民重获行动能力、完全参与社区活动、同时保证独立生活的
目标，我们尚未实现。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将继续做好今天的护理，
同时追求明天的治愈。
 Peter Wilderotter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里夫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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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资源中心总监的致辞

瘫痪症资源中心创立于 2002 年，
旨在提供全国范围内的全面

资源，为遭受瘫痪折磨的患者、他们
的照料者及亲属服务，促进他们的健
康，提高社区参与度，改善生活质量。
我们的员工致力于在纷乱的瘫痪世界
中为您指明方向。
与中心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和丹娜

一样，我们想要传递充满希望的信息。
它乐观而向上，可靠而实际。无论
是对患者还是对其家人和朋友而言，
瘫痪的发生都是毁灭性的。

瘫痪资源中心的成立，得益于我们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签署的一份合作协议，我们通过电话（以英语、西班牙语和多
种亚洲语言，包括中文、越南语和韩语）直接传达信息专家团
队的信息（免费电话 1-800-539-7309），您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 
(infospecialist@ChristopherReeve.org)、访问网站 (www.paralysis.org) 或阅
读这瘫痪资源指南获取所需信息。里夫基金会资源中心提供一系列
服务及项目：
同行及家庭支持：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同行指导服务，为遭受瘫

痪折磨的患者、家人及照料者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以及当地和全
国范围的信息与资源。我们认为，没有人应该孤军奋战，这是我们
创立这一同行指导项目的缘由。请参阅 172 页的更多信息。
信息专家服务：我们的资深专家团队（其中几位身患脊髓损伤）

提供城市、州县及全国资源的可靠信息及转介服务，回答有关瘫痪
的各种疑问。我们的答疑范围囊括保险赔偿、装备需求、健康信息
乃至家庭改造。借助翻译服务，我们的团队可以提供超过 150 种语
言的免费信息。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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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免费借阅超过 5000 本关于瘫痪的图书和音像制品，	
通过全国的跨馆借阅项目直接寄到您的家中。图书馆在新泽西州 
Short Hills 市对公众开放。

“生活质量 ”资助金：本项目为面向残障人群及其家人和照料
者的服务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生活质量 “项目面向众多的非营利
组织，提供的服务包括无障碍操场、轮椅运动、马术治疗、灾后紧
急服务等等。
军人和老兵：里夫基金会设立这一项目满足服役人员的需求，

无论他们因战斗、服役还是其他事件导致瘫痪。我们帮助解决军队、
老兵以及退伍制度中的种种疑难。参见 318 页的第 8 章。
多元文化延伸项目：这一项目面向美国各类人群及其合作伙伴，

设立机构提升弱势群体中瘫痪患者的生活质量。
网络社区：基金会网站 www.paralysis.org 是一个团结友爱

的社区。它帮助受瘫痪折磨的人们互相联系，交流解决方法。里夫
社区活跃、友好同时十分有益，拥有一支专家级的撰稿团，其博客
“瘫痪后的生活 ”宣扬自立、睿智且乐观的生活态度。我们的作者
将瘫痪后的生活展现在大众面前。
我们希望您从本书及我们的信息服务中受益。请记住，瘫痪资

源中心随时准备为您服务，您不必孤军奋战。
 Maggie goldberg

 政策与项目副总裁

接上页



人像摄影
拍摄者

C H R I S T O P H E R  V O E L K E R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以及从 352 页开始，将会出现一些
人像摄影，这些作品赞颂了为残疾和瘫痪所困扰的人

类面庞。它们表现了优雅、沉着，可能还有一些古怪的念头。
如果您仔细观察其中的阴影，或许还能发现一丝悲怆。但这
里没有悲剧与悔恨：他们生活幸福，十分希望分享他们的故
事，也乐意提供建议与鼓励。摄影师 Christopher Voelker 说，
他的拍摄理念是 “捕捉身患残疾的人物，将他们本身看作
创造性的艺术品，摒除不合逻辑的成见造成对他们的羞
辱。”Voelker 的自身经历塑造了他的艺术创作；他 17 岁时
因摩托越野事故造成四肢瘫痪，成为了脊髓损伤者的一员。
里夫基金会大使 Voelker 说，为瘫痪资源指南拍摄人像的
任务，使他 “梦想成真。我很自豪可以与里夫基金会合作，
使大众对它的使命有更好的认识。我希望我的工作可以为瘫

痪患者打开大门，让他们勇敢实现自己的梦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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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瘫痪是脑或脊髓神经因创伤、疾病或先天因素发生损伤的结果。
本章将对其主要原因进行介绍。

不同疾病的基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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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ALS)，也称为卢 ·格里克症（以罹患此
病的纽约洋基队棒球运动员命名），是一种发展迅速的渐进性神经
疾病，在美国有 3 万名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近 6000 名。

ALS 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运动神经元是存在于脑、脑干及
脊髓中的神经细胞，作为机体神经系统与随意肌之间的控制单元和通
信节点。损失这些细胞，将使其控制下的肌肉衰弱，最终导致瘫痪。
ALS 患者常于确诊后 5 年内死亡，主因是呼吸衰竭。对于吞咽和呼吸
肌衰竭患者，如选择永久佩戴喂食管和呼吸机，则其寿命可延长数年。

ALS 的症状包括经常性的跌倒或绊倒；手臂失去控制；语言、
吞咽或呼吸障碍；持续疲劳；抽搐和痉挛。ALS 一般于中年发作。
出于未知的原因，男性患病风险较女性高出 1.5 倍。
由于 ALS 仅侵犯运动神经元，因此通常不会影响患者的精神、

性格或智力。它不会对视觉、嗅觉、味觉、听觉或感受触摸的能力造
成影响。ALS 患者通常能够控制眼部肌肉和膀胱，肠道也能正常蠕动。
对 ALS，现在尚无治愈的方法，也不存在可以预防或逆转病程

的手段。利鲁唑是唯一受 FDA 批准，可以延长 ALS 患者寿命的药
物——但效果仅能维持数月。据信，利鲁唑可以减少因谷氨酸盐
类神经递质释放造成的运动神经元损伤。ALS 患者的脑脊液中存在
较高水平的谷氨酸盐。利鲁唑还能延缓患者开始使用呼吸支持的时
间。然而，利鲁唑无法对已有的运动神经元损伤进行逆转，同时用
药人员必须得到小心监护，避免肝脏损伤和其他副作用。

2011 年，NeuRx 膈肌起搏系统 (DPS) 经过 FDA 批准，将用于
存在呼吸问题的 ALS 患者。临床试验显示，使用 DPS 神经刺激设
备的 ALS 患者，比接受常规护理的患者寿命更长，睡眠质量更高。
www.synapsebiomedical.com（更多信息，请参见 152-153 页）。

ALS 领域的专家已识别出许多有望治疗这一疾病的化合物。一
些药物和细胞疗法正在进行人体试验。一家名为 Neuralstem 的公司
已招募数十位患者，对神经干细胞进行试验，迄今未发现安全问题，
甚至有迹象表明这些细胞确有疗效。参见 www.neuralstem.com
确凿证据表明，对细胞其滋养和保护作用的分子——营养因子，

可以拯救 ALS 动物模型体内濒死的神经元。事实上，针对脆弱细胞
的靶向用药可能确实有益。迄今为止，人体试验尚未得出动物试验
那样的成功。相关工作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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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称为 Arimoclomol 的药物，最初被用来治疗糖尿病并发
症，可以抑制大鼠模型体内的 ALS 病程。Arimoclomol 被认为具有
扩增分子伴侣蛋白的作用，后者遍布全身的各类细胞，可以保护运
动神经元免受毒性蛋白的侵害，修复可能引发 ALS 等疾病的细胞。
Arimoclomol 在动物体内表现出了加速受损神经再生的能力。早期
临床试验显示这一药物可安全地用于人体；针对剂量和治疗方法的
更多试验还在进行当中。
鸡尾酒药物疗法：新近的大鼠 ALS 模型研究显示，联合使用利

鲁唑、尼莫地平（钙通道阻滞剂，用于治疗急性中风和偏头痛）和米
诺环素（一种抑制炎症的抗生素），可以带来巨大收益。这几类化合
物共同表现出了延缓细胞死亡、组织神经元损失以及抑制炎症的作
用。更多有关 ALS 临床试验的信息，请访问 www.clinicaltrials.gov
物理和职业治疗及特殊设备可以增强 ALS 患者的独立生活和安

全能力。低影响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游泳和健身车可以增强未受
侵犯的肌肉，防止机体废用，改善心血管健康，帮助患者战胜疲倦
和抑郁。关节活动度锻炼和拉伸运动可以防止痛苦的痉挛和肌肉挛
缩（肌肉变短，关节活动受限）。职业治疗师可以提供斜坡、支架、
助行架和轮椅等工具，帮助患者在节省能量的同时自由行动，减少
日常生活的难度。
呼吸困难：ALS 患者存在肺炎和肺栓塞的风险。呼吸功能恶化

的标志包括呼吸困难，特别是平卧位或餐后；昏睡；嗜睡；精神混乱；
焦虑；易怒；食欲不振；疲倦；清晨头痛；以及抑郁。当协助呼吸
的肌肉功能减弱时，可使用人工呼吸手段（间歇正压通气，IPPV；
或双水平正压通气，BiPAP）保证睡眠期间的正常呼吸。当肌肉无
法继续维持氧气和二氧化碳水平时，上述设备可能需要全天候使用。
另外，ALS 患者常常不能用力咳嗽，无法将多余的粘液排出。

医师建议他们摄取足够的液体，降低分泌物浓度；有些患者会使用
非处方类祛痰药——愈美，用来稀释粘液。如咳力较弱，可使用
辅助咳嗽法（类似海姆利希急救法）帮助患者更好咳痰，使用简
易呼吸器加大呼吸量，或使用 "cofflator" 或 "in-exsufflator" 等设备
（通过面罩辅助深呼吸，然后迅速产生负压，模拟咳嗽）。

流涎：虽然 ALS 患者不会过度分泌唾液，其吞咽问题仍会导致
流涎。针对流涎可能出现治疗不足——往往需要多次试验，才能
找到无不良副作用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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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问题：一些 ALS 患者会出现僵直。它会使肌肉紧张，双臂、
双腿、背部、腹部及颈部僵硬。僵直可仅由触摸引发，患者可能因
此感到痛苦，肌肉痉挛时尤甚。而 ALS 患者因肌肉疲劳，常常发
生肌肉痉挛。僵直可能十分痛苦，但随着时间进行会逐渐减弱——
孱弱的肌肉同样无力痉挛。肌束震颤也很常见，这种症状令人烦恼
但疼痛程度较低。
丧失交流能力：丧失交流能力并不致命也无痛苦，但这种

“与世隔绝 ”确实是 ALS 令人沮丧的一面。尽管辅助科技领域已
由许多解决方法，但人们大多欠缺相关信息，无法加以充分应用。
辅助器具门类众多，有简单的呼叫按钮、灵敏开关甚至小型的交流
面板，帮助患者表达预先录制的词语和信息。还有一些工具可以用
来将耳语声放大，从而让其他人听到。只要患者还有可以活动的身
体部位，就有实现基本沟通的可能。家用保健品店和网络商店提供
各种各样的辅助交流工具。请访问 www.alsa.org 获取产品和经销商
列表。
在脑波实验中，丧失交流能力的 ALS 患者仅仅依靠思维，借助

电脑学会了沟通。例如，曾有人对 BrainGate 系统（将传感器植入
脑中传输信号）进行实验，结果显示与肢体运动意愿相关的神经信
号，可被电脑实时 “解码 ”，用于操纵外部设备，如机械臂。实验
仍在进行；参见 http://cyberkineticsinc.com
将电脑为近乎完全瘫痪的患者服务，还有许多其他方法。请打

开第 276 页，阅读如何不用双手，控制光标进行沟通、娱乐甚至工作。
ALS 的相关研究，包括药物、细胞移植、基因疗法与免疫系统调节，
前景十分光明。

来源

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ALS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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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ALS 协会 (ALSA) 涵盖新闻、研究支持及资源，并提
供各种支助小组、科室及特种病医院的全国网络。
ALSA 已出资约 7000 万美元，寻找 ALS 的病因和治
愈方法。202-407-8580；www.alsa.org 

ALS 治疗研究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生物科技公
司，旨在为 ALS 寻找治疗方法。617-441-7200；
www.als.net

ALS 计划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和医生进行合作，并在
四大领域开放数据：疾病研究、遗传学、干细胞以
及药物筛查。212-420-7382，免费电话 1-800-603-0270；

 www.projectals.org 

动静脉畸形
动静脉畸形 (AVM) 是一类循环系统疾病，据信产生于胚胎发育期间
或出生后。此病使动静脉相互纠缠，破坏关键的循环功能，使带氧
血难以从心脏到达全身细胞，脱氧血液亦难以经静脉回到肺和心脏。
AVM 直接与动静脉相通，减少了到达神经系统的氧气量，增加了
出血风险。
动静脉畸形可出现在任何动脉静脉存在之处。起初往往没有任

何症状。然而，脑或脊髓中形成的 AVM 可能尤其棘手。即使未发
生出血或严重的氧含量减少，较大的 AVM 本身就足以损伤脑或脊
髓。其直径范围可从不足 1 英寸到 2.5 英寸。病变区域越大，对周
围脑或脊髓结构的压力也就越大。
脑或脊髓部位的 AVM（神经性 AVM）影响着近 30 万美国人的

生活。不同性别、民族的发病率之间无明显差异。
AVM 的常见症状包括癫痫和头痛。其他神经性症状包括身体

某一部位肌肉无力或瘫痪，或者丧失协调能力（共济失调）。另外，
AVM 也可引发疼痛或视觉、言语障碍。精神错乱或幻觉也可能发生。
有证据显示，AVM 也可在童年时期造成轻微的学习或行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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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AVM 需要使用轴向计算机断层成像 (CT) 或磁共振 (MRI)。
血管造影是判断畸形位置的准确方法。经由腿部动脉插入细管，向脑
部穿行，然后注射染料。经过扫描可显示 AVM 病变形态。
因无毛细血管减慢血液流速，动静脉畸形可使静脉压力骤升。

经过日积月累，AVM 可发生破裂，引发出血。尽管出血风险起初
较低，但会随时间逐渐升高；通常建议采取治疗措施。
治疗：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针对 AVM 的手术治疗可以在多

数情况下做到安全有效。可通过颅内手术，使用激光将 AVM 病灶
切除或烧毁。治疗 AVM 还可采用立体定向放射疗法，将放射线聚
焦于 AVM 血管，将其逐渐消融。彻底去除病灶可能需要 1 至 3 年。
第三种治疗方案是与血管造影类似的血管内栓塞。经由腿部动

脉插入导管向体内穿行，最终到达受累动脉。将胶样物质注射入体
内，阻塞通往 AVM 病灶的重要血管，使其尺寸减小，以便使用放
射外科或传统外科方法将其治愈。
决定进行手术前，必须对各类风险有充分认识。如不加治疗，

AVM 可引发严重神经功能缺损或死亡。然而，针对中枢神经系统的
手术亦有其风险；AVM 手术是侵入性手术，手术过程可能极其复杂。
来源

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梅奥医院、国家罕见疾病组织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梅 奥 医 院 给 出 了 许 多 有 关 动 静 脉 畸 形 的 教
育 资 料， 并 在 三 处 诊 疗 中 心 提 供 治 疗。
507-284-2511；www.mayoclinic.org 关 键 词 
“arteriovenous-malformation”

国 家 神 经 疾 病 和 中 风 研 究 院 (NINDS) 提
供 有 关 AVM 的 详 细 临 床 资 料 及 资 源。
301-496-5751， 免 费 电 话 1-800-352-9424； 
www.ninds.nih.gov/disorders/avms/avms.htm

国家罕见疾病组织 (NORD) 提供包涵 AVM 的相关
资 料。203-744-0100；免 费 电 话 1-800-999-6673；
www.rarediseas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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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丛神经损伤
臂丛神经损伤是因脊椎与肩、臂及手之间神经网络的过度拉伸、
撕扯或其他创伤而引发的。其症状可能包括肢体无力或瘫痪，臂、手、
腕部丧失肌肉控制或感觉。慢性疼痛常令人担忧。造成损伤的原因
多是车辆事故、运动事故、枪伤或手术；损伤亦可发生于分娩期间，
如果婴儿肩部遭受挤压，可拉伸或撕裂臂神经丛。
一些臂神经丛损伤可在未经治疗时自愈；许多婴儿在三至四个

月大时，会发生损伤改善或痊愈。这一损伤的治疗方法包括职业或
物理疗法，有时也需手术。对于撕脱和断裂性损伤，如不及时行再
接手术，则无法恢复。对神经瘤（疤痕形成）和神经失用（拉伸）
性损伤，康复希望很大；神经失用症患者大多可以康复。
来源

美国臂丛神经损伤网、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臂丛神经损伤网提供臂丛神经损伤的相关支持；免费
电话 1-866-877-7004；www.ubpn.org 

脑损伤
大脑是人体一切功能的控制中心，包括意识活动（行走、交谈）
和无意识活动（呼吸、消化）。大脑还控制着思维、理解、言语和
情感。脑部损伤，无论是由于颅部严重创伤还是无破损或穿刺的闭
合性损伤，均可对大脑的部分或全部功能造成影响。
创伤性脑损伤 (TBI) 主要是机动车事故、摔倒、暴力行为和运

动损伤的结果。男性发病率较女性群体高出一倍还多。预估发病率
约为每 10 万人 100 起。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预测，美国
共有 530 万人因脑部创伤导致残疾，每年死亡人数超过 5 万人。发
病率最高的年龄层是 15 至 24 岁，以及 75 岁以上者。酒精也与半数
的脑损伤有关，饮酒者可以是造成伤害的一方，也可以是受伤者。
脊髓损伤者多伴有脑损伤；尤其是当发生接近脑部的高位颈椎

损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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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封闭在颅腔的骨性结构内，周围浸泡有脑脊髓液，后者在
头部快速运动时起缓冲作用。脑部损伤的可能原因包括颅部的破损
或穿刺（如车辆事故、摔倒或枪伤）、疾病过程（包括神经毒素、感染、
肿瘤或代谢异常）或封闭性的头部损伤（如惊吓婴儿综合征，或头
部速度急剧增加或降低）。颅骨表面光滑，内面却参差不齐——因此，
发生封闭性头部损伤时，脑组织在颅内粗糙的骨性结构中上下回弹，
造成严重伤害。脑损伤可在创伤当时出现，也可事后因脑水肿、脑
内出血或脑周围（硬膜外）出血引发。
如冲击头部的力量足够强大，大脑可围绕脑干旋转扭曲，干扰

正常的神经通路，使患者丧失意识。如意识丧失时间过长，则认为
伤者已处于昏迷状态，即脑干发出的神经信号无法到达脑皮质。
封闭性脑损伤者外表常无明显迹象，但封闭性与穿透性损伤区

别明显。例如，枪伤可使脑部大面积受损，但如损伤部位较不重要，
则可能影响轻微。封闭性脑损伤常常导致更大的伤害和严重的神经
功能缺损，包括局部或全身瘫痪；认知、行为和记忆障碍；以及持
续性植物状态。
受损的脑组织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恢复。然而，尚无证据显

示脑组织死亡或毁灭后，可有新的脑细胞形成。恢复进程通常无需
新生细胞参与，原因可能是大脑其他部分取代了死亡组织的功能。
脑震荡属于封闭性脑损伤；虽然大多数脑震荡患者均可完全

恢复，有证据显示脑部累
积性损伤，即使程度较轻，
也可造成长期影响。
脑损伤可以对身体机

能和心智功能产生持续终
生的严重影响，包括意识
丧失、记忆或性格改变、
局部或全身瘫痪。常见行
为障碍包括言语和身体攻
击行为、焦躁、学习障
碍、缺乏自我意识、性功
能改变、冲动及社会去抑
制行为。不同程度（轻微、
中等、严重）的 TBI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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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无数的社会影响，包括更高的自杀、离婚、长期失业及药物滥
用风险。在美国，新增 TBI 病例每年的急症护理和康复治疗花费
巨大：从 90 亿至 100 亿美元不等。严重 TBI 患者每人的终生护理
费用预计在 60 万至 200 万美元之间。
康复治疗应在损伤发生后立即开始。记忆开始恢复后，康复速

度也会加快。然而，许多问题仍会持续存在，其中包括与运动、记忆、
注意力、复杂思维、语言、行为改变相关的问题；即使患者能够存活，
也常常会受抑郁、焦虑、丧失自尊、性格改变折磨，有些病例还会
出现对自身缺陷缺乏自我意识的情况。
康复治疗可包括改善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能力的认知训练。

这类治疗项目具有结构性、系统性和目标性，依照患者的不同情况
进行个性化设计；其中包括学习、练习和社会接触。有时可能用到
助记书和电子翻页器，用以改善特定功能，弥补机能缺陷。心理疗
法是全面康复项目的重要部分，可治疗抑郁及自尊丧失。康复治疗
还可能针对 TBI 相关性行为障碍使用药物。其中一些药物对 TBI 
患者有强烈的副作用，仅适用于迫切情况。
为了减少 TBI 产生的性格和行为影响，保留社交能力，可能用

到行为矫正治疗。治疗训练亦常见于许多康复项目。根据国立卫生
研究院发布的脑损伤普查结果，在为每个 TBI 患者规划、设计康复
项目时，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应扮演关键角色。
来源

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脑损伤资源中心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脑损伤协会 (BIAA) 提供脑损伤患者的生活、治
疗、康复、研究、预防等方面的资源。协会在
各州均设有下属机构。703-761-0750 或免费电话 
1-800-444-6443；www.biausa.org 

脑损伤资源中心 /头部损伤热线 (BIRC) 是一家资源中心，
“满足您的一切需要，帮您避免不公正待遇。”206-621-8558；
www.headinjury.com

国防和退伍军人脑损伤中心 (DVBIC) 面向创伤性脑损伤
的现役军人、家属及老兵提供服务。www.dvb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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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脑损伤 (TBI) 模范护理系统是一系列头部损伤专
科医院，受联邦资金赞助，用于培养和展示 TBI 相关
的专业技能。这些机构负责研发、传播有关此类损伤
的病程、治疗和结果的新知识，并作为一个协调一致
的护理系统，对外展示其优势。www.tbindc.org

 科罗拉多州恩格尔伍德市克雷格医院
 凯斯勒基金会，新泽西州西奥兰治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医护网，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俄亥俄州立大学，俄亥俄州哥伦布
 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西雅图
 印地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
 康复研究学会，得克萨斯州休斯顿
 斯波尔丁康复医院，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纽约大学医学院，纽约州纽约市
 贝勒研究院，得克萨斯州达拉斯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西奈山医学院，纽约州纽约市
 匹兹堡大学，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梅奥医院，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
 阿拉巴马大学，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迈阿密大学，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创伤性脑损伤研究：尽管有毛发、头皮、颅骨以及一层液体缓冲垫
保护，大脑仍然极其脆弱。曾经，这样的保护基本够用，直到我们
开发出了更致命的武器，和更加快速的交通工具。
根据损伤的部位不同，脑损伤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击打海马区

可致记忆丧失。脑干损伤的后果类似高位脊髓损伤。基底神经节损
伤影响运动功能，额叶损伤可引发情绪问题。皮质特定部位的损伤
影响言语和理解力。每种症状都要求不同的特殊护理和治疗方法。
脑损伤涉及许多生理过程，包括神经细胞（轴突）损伤、挫伤

（擦伤）、血肿（血凝块）和肿大。与中风、脊髓损伤及其他类型的神
经创伤类似，脑损伤并非孤立，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最初的伤害发
生后，会在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内分次出现损伤。当前的治疗水
平尚不足以支持医生完全恢复原有损伤，包括大规模恢复神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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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脑部的继发性伤害范围可能极其有限。科学家已辨别出
一些继发因素，包括脑缺血、脑部血流量或氧气水平低下，以及刺
激性氨基酸（如谷氨酸盐）的释放。水肿曾被认为是血管渗漏的结果，
现在则将其原因归结为受损组织的连续细胞死亡。
针对脑部创伤引发的各类继发作用，已开展了无数药物试

验，包括谷氨酸盐毒性（塞福太、阿替加奈、地塞比诺）、钙损伤
（尼莫地平）以及细胞膜分解（替拉扎特、PEG-SOD）。针对生长激
素、抗惊厥药、缓激肽（增加血管通透性）以及脑灌注压（增加脑
部血流），也已经开展了许多小型临床试验。还有数个试验对脑创伤
后快速降温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测试，虽然有些重症监护病房会使用
降温，但对于使用降温并无具体推荐。针对潜在的神经保护剂的临
床试验大多并不成功，虽然各类疗法在动物身上已取得较好结果。
科学家说，这是因为动物模型与人类临床实践之间存在差异巨大——
人类的损伤形式多样，在实验用的小型动物身上无法完全体现。另外，
在恰当的治疗时限内对患者及时开展治疗，往往很难实现。药物可
以对人类造成难以忍受的副作用，这在动物身上不会必然发生，同时，
动物模型也不能解决脑创伤对人类心智、记忆和行为造成的复杂
影响，这些影响有时会伴随患者终身。
当然，受损的大脑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能力。正如科学家所说，

大脑具有 “可塑性 ”——这意味着，使用神经生长因子、组织移植
等手段，可促使大脑自我重塑，进而恢复功能。因为在恢复过程的
不同时段会激活不同的恢复机制，因此特定的时间的特定干预措施
可能收效更佳。可以使用一系列分时药物，每种针对脑损伤发生后
的一个特定生化过程。虽然细胞置换（包括干细胞）存在理论上的
可能性，但在用于人体之前仍需进行大量研究。

脑瘫
脑瘫 (CP) 指一类影响运动和姿态控制功能的症状。引发脑瘫的原因
并非来自肌肉或神经。相反，大脑某些部位发育不良或发生损伤，
影响了运动和姿态控制功能。其症状可能轻微可能严重，包括各种
形式的瘫痪。
脑瘫并不必然导致重度残疾。患有严重脑瘫的儿童可丧失行走

能力，必须依赖全面护理，而中度脑瘫患儿可能仅仅平衡能力较差，
并不需要特别辅助。脑瘫没有传染性，通常也不会遗传。经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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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儿童的身体机能可获明显改善。尽管症状可随时间改变，
但就其定义而言，脑瘫并非渐进性疾病；如损伤程度加重，原因通
常是其他疾病，而非脑瘫。
脑瘫患儿常常需要为其智力缺陷、学习障碍、癫痫，以及视力、

听力、语言障碍接受治疗。通常情况下，患儿年龄须满 2 至 3 岁，
才可诊断出脑瘫；3 岁以上儿童的发病率约为每 1000 人 2 至 3 例；
在美国，约有 50 万名儿童或成人脑瘫患者。该病有以下三种类型：
痉挛性脑瘫：约 70% 到 80% 的患者属于这种类型，表现为肌

肉僵硬，运动困难。当双腿均受累时（痉挛性双瘫），患儿可发生
行走障碍，因其臀部和腿部肌肉紧张，使双腿向内侧旋转，在膝
盖处作剪刀式运动。在其他情况下，可仅有身体一侧受累（痉挛性
偏瘫），其中手臂病情常较腿部更为严重。痉挛性四肢麻痹是最为
严重的情况，四肢与躯干均受累，口部与舌部肌肉往往也难幸免。
运动障碍（手足徐动）型脑瘫：约 10% 至 20% 的脑瘫患者属

于这一类型，影响整个躯体。其特点是肌肉张力在过高过低之间上
下波动；运动障碍型脑瘫有时与不自主运动有关（缓慢扭曲或快速
抽动）。患儿的身体控制能力较差，难以维持坐姿或行走。因为面
部与舌部肌肉均受影响，可能引发吞咽和言语困难。
共济失调型脑瘫：脑瘫 患者中有 5% 至 10% 属于这种类型，

影响平衡和协调能力；患者行走步态不稳，难以进行要求协调能力
的运动，如书写。
在美国，约 10% 至 20% 的 脑瘫 患儿在出生后患病，他们在

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或几年内曾遭受脑部损伤；脑部感染，如细菌
性脑膜炎或病毒性脑炎；或头部损伤。先天性脑瘫可能潜伏数月，
而无法得出诊断。在多数情况下，先天性脑瘫的病因未知。科学家
已对胚胎或围产期的一些具体事件做出定位，认为它们可能对发育
期大脑的运动中心造成了损害。一直到最近，医生大都认为分娩时
出现的氧气不足是脑瘫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受这一因素引发的病
例大约只占 10%。
研究人员仍在探索高压氧用于脑瘫、中风及脑损伤的治疗作

用。一些医疗机构和产品生产商大力推广用于治疗 脑瘫 的高压氧，
但对其治疗效果尚无共识。
脑瘫 患儿通常使用物理疗法改善运动能力（坐姿和行走），

提升肌肉力量，并预防挛缩（肌肉缩短，从而限制关节活动）。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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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支架、夹板或石膏模型，帮助改善手部或腿部功能。如挛缩严重，
推荐使用手术延长受累肌肉。
最近出现一种名为强制性诱导运动疗法 (CIT) 的物理疗法，

该疗法已成功用于单侧手臂无力的成年中风幸存者。该疗法用石膏
固定有力一侧的手臂，患者被迫使用无力一侧进行活动。针对脑瘫
患儿开展了随机对照实验，其中一组儿童接受传统的物理疗法，另
一组接受为期 21 天的 CIT 治疗。研究者希望找到残肢功能改善的
证据，明确治疗结束后效果能否维持，以及治疗是否与其他方面的
显著收益有关，如躯体控制能力、活动性、交流能力和自救能力。
CIT 组在所有指标上都超越了接受传统物理疗法的儿童，6 个月后
仍能较为灵活地控制其手臂。
研究人员正在寻找新的方法，锁定发生痉挛的肌肉，试图针对

性地加强肌肉力量。例如，使用功能性电刺激疗法 (FES)，将微型无
线设备插入特定的肌肉或神经组织，使用远程遥控进行治疗。这一
技术已被用于脑瘫患者和中风存活者，帮助激活和增强他们的手、
肩、踝部肌肉。有关 FES 的更多信息，请见 179 页。
药物可缓解肌肉僵直，或减轻运动异常症状。有些患者曾在皮

下植入药泵，用以连续释放抗痉挛药，如巴氯芬。有报道称，注射
保妥适可成功缓解部分肌肉的紧张症状。对于双腿僵直的年轻患儿，
背根神经切除术可永久性地缓解症状，改善坐姿、站立及行走能力。
这一手术需要医生将引发僵直的神经纤维切断。
随着脑瘫患者的年龄增长，治疗方法和其他支持服务也要发生

对应改变。在必要时，可用职业训练、娱乐休闲项目和特殊教育等
内容补充物理疗法。对于青少年患者，对情绪和心理问题进行咨询
十分必要。

来源

脑性麻痹联合会、出生缺陷基金会、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神
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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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脑性麻痹联合会 (UCP) 提供脑瘫相关的医疗保健资源，
以及生活方式、教育及宣传资源。UCP 致力于帮助
所有残疾人群；接受 UCP 服务的人员之中，三分之
二患有脑瘫以外的其他疾病。UCP，202-776-0406；
www.ucp.org

出生缺陷基金会提供资源和联系渠道，解决出生缺陷、
婴儿死亡、出生体重较低及产前护理缺乏的问题。
免费电话 1-888-663-4637；www.modimes.org

脑瘫国际研究基金 (CPIRF) 为相关研究提供资金，
帮助脑瘫及其他发展性障碍患者寻找疾病的原因，
以及相关的治疗和护理方法。609-452-1200；
www.cpirf.org

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
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 (FA) 是一种遗传疾病，可对神经系统造成进行
性伤害。该病可导致肌肉无力、语言障碍及心脏病。最早的症状通常
是行走困难；然后逐渐恶化，波及上肢和躯干。四肢失去知觉，接着
累及身体其他部位。其他特征还包括肌腱反射消失，尤其是在膝关
节和踝关节处。该病患者大多会发生脊柱侧凸，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其他症状可能包括胸痛、呼吸短促及心悸。伴随此病出现的各

类心脏疾病，例如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和心力衰竭等，是上述症
状的原因。
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以尼古拉斯 ·弗里德赖希医生命名，他在 

19 世纪 60 年代首次描述了这一疾病。“共济失调 ”指出现在许多病
症中的协调性问题及稳定能力缺乏。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的特征是
控制四肢运动的脊髓神经组织变性。脊髓变薄，部分神经髓鞘丧失，
失去传导冲动的功能。
该病十分罕见；在美国，大约每 5 万人中会出现一名患者。

不同性别的发病率相同。早期症状大多出现于 5 至 15 岁之间，但对
部分患者而言，发作时间可早至 18 个月，或晚至 30 岁。
针对这一疾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其多数症状与并

发症仍可得到治疗。研究显示，frataxin 是保证多个器官正常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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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要的线粒体蛋白。但对于 FA 患者，受累细胞中的 frataxin 蛋
白严重减少。Frataxin 蛋白的减少可使神经系统、心脏及胰腺极易
受到自由基的损伤，后者由过量的铁与氧气反应时产生。研究者使
用抗氧化剂，尝试减少自由基水平。在欧洲，一些早期研究显示辅
酶 Q10、维生素 E、艾地苯醌等抗氧化剂可以对 FA 患者带来有限
的收益。但美国开展的临床试验却没有发现艾地苯醌具有任何作用；
目前，针对经修饰加强的艾地苯醌以及其他抗氧化剂，相关试验正
在进行。与此同时，科研人员正在通过药物治疗、基因工程及研究
蛋白质转运系统，寻找提高 frataxin 水平并控制铁元素代谢的方法。

来源

国家神经和中风疾病研究院、国家罕见疾病组织、弗里德赖希共济
失调研究联盟、肌肉萎缩协会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研究联盟 (FARA) 提供有关 FA 及
其他相关共济失调症的相关信息，包括当前研究以
及针对研究人员、患者、家属及看护人员的有用信息。
FARA 还为新近获诊的患者提供相关支持和信息。
703-413-4468；www.curefa.org 

国家共济失调基金会 (NFA) 为遗传性共济失调的相关研
究提供支持，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拥有大量附属机
构和支援小组。763-553-0020；www.ataxia.org 

国家罕见疾病组织 (NORD) 致力于通过教育、宣传、
研究及服务，帮助确认和治疗包括 FA 在内的 6000 
多种罕见病。www.rarediseases.org

肌肉萎缩协会 (MDA) 为包括共济失调在内的神经
肌肉性疾病，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免费电话 
1-800-344-4863；www.mda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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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巴利综合征
格林－巴利综合征是因机体免疫系统攻击外周神经系统引发的疾
病。该病最初表现为腿部不同程度的无力或麻刺感，并常常向上肢
和躯体上半部分扩散；其程度逐渐上升，直至患者完全瘫痪。多数
患者在发病早期需要特别看护，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尤其如此。
格林－巴利综合征十分罕见。该病通常发生于患者出现呼吸或

消化系统病毒感染症状后的几天或几周内；虽然最为常见的相关症
状是细菌感染，但 60% 的病例并无明确病因。一些病例发生的原
因是流感病毒，或对流感病毒产生的免疫反应。有时，手术或使用
疫苗也会导致疾病发生。病症可在数小时或数天之内加深，有时需
要三或四周。为何有人患病的同时有人对其免疫，目前尚无结论。
大多数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即使程度极其严重，也能从中恢复，
但部分患者的无力症状难以消除。目前尚无治愈这一疾病的方法，
一些治疗手段仅能缓解症状、加速恢复。有多种方法治疗并发症。
去血浆法（也叫血浆置换）是将血流中的自身抗体进行机械去除。
高剂量免疫球蛋白疗法也用于免疫系统的增强。研究者希望理解免
疫系统的工作原理，从而判断对神经系统进行攻击的是哪些细胞。

来源

国家神经和中风疾病研究院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GBS/CIDP 国际基金会提供格林－巴利综合征及
慢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的相关信息。
请拨打 610-667-0131 或免费电话 1-866-224-3301；	
www.gbs-ci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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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白质营养不良
脑白质营养不良是影响大脑、脊髓及外周神经的一类渐进性、遗传
性疾病。具体的脑白质营养不良包括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克拉

伯病、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卡纳
万病、亚力山大病、泽韦格综合征、
雷夫叙姆病及脑腱性黄色瘤。佩－
梅氏病也可引发瘫痪。

1993 年上映的电影《罗伦佐
的油》，讲述了身患肾上腺脑白质营
养不良 (ALD) 的男孩罗伦佐 ·奥登
的故事。患病者脑中的神经纤维丧
失了脂性包膜（髓鞘），肾上腺变
性，造成进行性神经失能。（请访
问 www.myelin.org， 该 网 站 由 奥
古斯都与米凯拉 ·奥登夫妇创办于 
1989 年，旨在促进髓鞘修复方面的
相关研究。）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脑白质营养不良基金会 (ULF) 筹集资金，提供脑白
质营养不良的相关资源与临床资料。请拨打免费电
话 1-800-728-5483 或 815-748-3211；www.ul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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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病
莱姆病是一种细菌性（伯氏疏螺旋体）感染，由某些黑足蜱类叮咬
传播给人类，但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能回忆起被蜱类叮咬的经历。
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和疲劳。莱姆病
可导致包括丧失四肢机能在内的神经系统
症状，常被误诊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
症或多发性硬化症。一些这个领域的专
家称，标准诊断方法的准确率不足 40%。
多数莱姆病可用抗生素在数周之内成功
治愈。虽然存在一些用药时间更久的长期
患者，但大多数医生并不将莱姆病视为一
种慢性感染。根据公开的医学文献，在被
诊断为慢性莱姆病的患者当中，许多并无
感染迹象；在一家转诊医院中，正在遭受
伯氏疏螺旋体感染或有过感染经历，同时将此作为患病原因的患者，
仅有 37%。有报道称，高压氧和蜂毒在一些患者身上表现出了治疗
作用。许多慢性莱姆病患者曾出国寻求昂贵的非法干细胞治疗。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国际莱姆病及相关疾病协会提供相关教育资料。	
http://ilads.org

美国莱姆病基金会提供资源及治疗信息。	
www.aldf.com

莱姆病协会提供信息和参考资料。	
www.lymediseaseassociation.org 

伯氏疏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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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硬化症
多发性硬化症 (MS) 是一种侵犯综合中枢神经系统的慢性疾病，
常可致残。症状可为偶发性，程度轻微（如肢体麻木）或严重（包括
瘫痪、认知丧失或视觉丧失）。MS 的发病机理涉及神经功能减弱，
后者与髓磷脂（覆盖在神经细胞表面）的瘢痕形成过程有关。炎症
频发使髓磷脂遭到破坏，在神经细胞表面形成多块瘢痕组织（硬化）。
其结果是使瘢痕区域内的神经冲动传导减速或受阻。多发性硬化症的
发作可持续数天、数周或数月，随每次发作程度加深（恶化）。每次
发作后，可有一段时间症状减轻或毫无症状（缓解）。复发十分常见。

MS 的症状包括单个或多个肢体的无力、震颤或瘫痪；痉挛
（不受控制的抽搐）；运动障碍；麻木；麻刺感；疼痛；视觉丧失；
协调和平衡丧失；失禁；记忆和判断能力丧失；以及最常见的疲劳。
出现疲劳症状者占全部 MS 患者的 80%，可显著改变患者的

工作能力和生理机能。MS 对许多患者而言，除了这一显著症状，
其他方面的影响微乎其微。MS 相关性疲劳通常每天都会发生，
并会随着时间进行趋向恶化。热和潮湿可以加重病情。MS 相关性
疲劳似乎与抑郁及身体损伤的程度无关。
在严重程度及病程方面，多发性硬化症的个体差异极大。最常

见的 MS 类型是复发 -缓解型，特征是发作过后会出现部分或完全
的恢复；这也是约 75% 的 MS 患者最早的发病形式。
复发 -缓解型 MS 可能会稳步恶化。疾病发作和部分恢复可

持续发生。这称作继发 -进展型 MS。起初表现为复发 -缓解型的 
MS 患者之中，超过一半的人会在 10 年内演变为继发 -进展型；
在 25 年内，发生演变的比例为 90%。
自首次发病起就逐渐加重的形式称为原发 -进展型 MS。这种情

况下，症状一般不会复发。
MS 的具体病因未知。研究显示环境因素可能参与其中。与其

他地区相比，北欧、美国北部、澳洲南部及新西兰有着更高的发病
率。生活在阳光充沛的气候中，患 MS 的概率更低，因此研究人员
开始将目光锁定在维生素 D 水平上；事实上，较低的维生素 D 水
平确实与 MS 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当皮肤暴露在阳光中时，人体会
自然合成维生素 D。研究发现，北方地区的气候可能降低了维生素 
D 水平；4 月阳光稀少，这个月出生的婴儿在以后患上多发性硬化
症的风险最高，相反，出生在 10 月的人有着最低的患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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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还有一定程度的家族遗传性。多数 MS 患者确诊于 20 至 
40 岁之间。女性的发病风险高于男性。至今仍无法对 MS 患病个体
的疾病进展、严重程度和症状进行预测。
据信，多发性硬化症是对中枢神经系统 (CNS) 做出的异常免疫

应答。通常保护人体抵抗感染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其细胞和蛋白
质从供养 CNS 的血管中释放，转而对大脑和脊髓发起攻击，破坏
髓磷脂。引发免疫系统攻击自体髓鞘的具体机制仍未探明，但外界
病毒感染与自身遗传易感性是最有可能的怀疑对象。尽管许多病毒
都被认为是造成 MS 的元凶，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将病因同任何
一种病毒联系起来。
多发性硬化症是最早得到科学记载的疾病之一。虽然不能完全

理解，但 19 世纪的医生已经对疾病进行了许多观察和记录，绘制
于 1838 年的尸体解剖图对今天称作 MS 的疾病有清晰的反映。
1868 年，巴黎大学的神经学家让 -马丁 ·沙可，对一位年轻女子进
行了仔细检查，后者患有一种特殊的震颤症状，沙可医生从未见过。
他还注意到了患者身上的其他神经系统问题，包括发音含混和眼球
运动异常，并将这些症状与他接手过的其他患者进行比较。这位患
者去世时，医生检查了她的脑部，发现了 MS 标志性的瘢痕组织。
沙可医生将这一疾病以及脑中同时出现的异常现象详尽地记述

下来。他为病因感到困惑不解，动用各种治疗手段均告失败一事，
也让他倍感失落，其中包括电刺激和番木鳖碱（一种具有神经兴奋
性和毒性的物质）。他还尝试注射金银（对当时流行的另一种主要
神经疾病，梅毒，有一定效果）。
一个世纪后的 1969 年，针对 MS 治疗的第一例成功的、科学的

临床试验才得以完成。一组遭受 MS 恶化影响的患者使用了类固醇
药物；直到今天，类固醇仍被用于 MS 的急性恶化。
从那以后，多种药物经过临床试验获得批准，这些药物可以影

响免疫应答，从而影响 MS 病程。Betaseron 有助于减少疾病发作的
严重程度和频率。Avonex 于 1996 年经过批准，该药可以延缓残疾
的发展，减少疾病发作的严重程度和频率。Copaxone 用于治疗复
发 -缓解型 MS；Rebif  可减少复发次数和频率，减缓残疾的发展；
Novantrone 用于治疗晚期或慢性 MS，减少复发次数。

2006 年，Tysabri 通过批准，用于治疗复发 -缓解型多发性硬化
症，该药具有极高的免疫相关性副作用，因此对它的处方限制极其
严格。该药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可限制具有潜在伤害性的免疫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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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流中移出，跨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和脊髓。在 FDA 发布的 
Tysabri 处方信息中，用一个 “黑框 ”警示该药具有 PML（进行性
多灶性白质脑病）风险，后者是一种脑部感染，常常引发死亡或严
重残疾。
最近，三种用于治疗 MS 的口服药物通过了批准：Gilenya，

用于复发型 MS，可减少疾病复发的频率，延缓物理残疾；
Aubagio，抑制参与 MS 发病的特定免疫细胞功能；Tecfidera，减少
复发，减轻脑部病变的恶化，延缓残疾随时间的加深。
一种名为 Ampyra 的药物通过批准，用以改善 MS 患者的行走

速度。其中的有效成分 4AP（一种神经兴奋剂），多年前已开始为 
MS 或脊髓损伤患者广泛使用，如今可在复方药店使用处方购买。
Ampyra 是一种精制的缓释制剂。
为治疗 MS，许多相关研究正在进行。

 
	• 抑制感染的抗生素可降低 MS 疾病活力。已有许多感染性物质
作为 MS 的潜在病因被提出，包括 EB 病毒、疱疹病毒及冠状病
毒。米诺环素（一种抗生素）作为一种抗炎药物，在针对复发 -
缓解型 MS 的试验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 去血浆法是抽出人的血液，将血浆与其他血液成分分离，后者
可能含有抗体等免疫敏感性产物。提纯的血浆将重新输入患者
体内。去血浆法用于治疗重症肌无力、格林－巴利综合征及其
他脱髓鞘疾病。将去血浆法用于原发或继发 -进展型 MS，得出
了存在分歧的研究结果。

	• 将骨髓移植用于 MS 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研究人员用化疗清
除患者骨髓中的免疫细胞，再植入健康的间质干细胞，希望新
建的免疫系统可以不再攻击自体神经组织。

	• 使用其他类型的干细胞治疗 MS 也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针对
胚胎干细胞、嗅鞘胶质细胞（一种成人干细胞）及脐带血干细
胞的实验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在美国以外，有许多医疗机构提
供各种细胞系的治疗；尚无数据对些医疗机构进行评估，患者
应加以审慎对待。

	• 其他的 MS 相关研究：作为免疫系统保护者的 T 细胞可以产生
微小的化学信号（细胞因子）激活巨噬细胞，后者可以破坏髓
磷脂，从而侵蚀髓鞘。一种称为赛尼哌的人造抗体（经批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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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肾脏移植患者）可将自身与破坏性的 T 细胞结合，阻止它
们参与损伤过程。针对早期复发 -缓解型 MS 的试验已取得令人
鼓舞的结果。

	• 一种可用作 MS 疫苗的药物 Tcelna 正在接受临床试验；这种药
物使用每位患者自身的血液制造，特别针对不同患者对于髓磷
脂反应性 T 细胞 (MRTC) 的免疫应答。

	• 用来治疗癌症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利妥昔单抗，可在 6 个月内
减少超过 50% MS 患者的病情突发风险。早期研究显示，使用
利妥昔单抗的患者较对照组有较少的脑部病变。这种药物被批
准用于 MS 一事已希望渺茫：它的专利保护将在三期试验完成
之前失效。

	• 对髓鞘损伤进行修复（髓鞘再生）似乎可行。将包括施万细胞
在内的各类细胞直接植入接受实验的病变部位，可对大脑和脊
髓神经进行髓鞘再生。

症状管理方案：常用于 MS 症状的药物包括巴氯芬、替扎尼
定及地西泮，可减轻肌肉僵直。医生常用抗胆碱药减轻泌尿问题，
用抗抑郁药改善情绪和行为症状。金刚烷胺（一种抗病毒药物）及
匹莫林（一种常用于机能亢进儿童的镇静药）有时被用来治疗疲劳。
针灸、蜂毒及牙体银汞合金去除也是治疗 MS 的其他选择。此外，
还有许多促进 MS 患者康复的饮食方案。
物理治疗、言语治疗及职业治疗可改善患者的外在表现，减轻

抑郁，增强机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MS 发病早期积极锻炼
和帮助保持肌肉健康。避免疲劳、压力、体质恶化、极端温度及疾病，
有助于减少 MS 发作的促进因素。MS 是一种慢性疾病，其症状无
法预测，在当前的医疗水平下仍无法治愈，但患者的预期寿命与常
人几乎无异。

来源：

国家神经和中风疾病研究院、国家多发性硬化症协会、多发性硬化症
中心联盟、多发性硬化症替代医学中心 /落基山多发性硬化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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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国家多发性硬化症协会提供了 MS 患者起居、治
疗、科学进展、MS 专科医院、临床研究资助
项目、本地分支机构等方面的信息，并为专业
医护人士提供资源。免费电话 1-800-344-4867；
www.nationalmssociety.org

多发性硬化症替代护理部隶属于落基山 MS 中心，提供 
MS 患者常用的替代医学疗法方面的相关信息和讨
论，如针灸、草药和顺势疗法。

 http://livingwell.mscenter.org/complementary-care.html；
网站须注册。

多发性硬化症中心联盟 /北美多发性硬化症研究委
员会针对 MS 患者提供丰富的临床和研究信息。
该机构出版有《国际多发性硬化症治疗杂志》。	
www.mscare.org

加拿大多发性硬化症协会提供有关疾病、研究进展、服
务、筹款活动及捐赠机会的信息。www.mssociety.ca

多发性硬化症基金会设有互动多媒体 MS 图书馆及网络
论坛。www.msfacts.org

美国多发性硬化症协会提供新闻、信息和社区联系渠道。
 www.ms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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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

有证据显示，中国古人使用的针灸之术可为 MS 患者提供帮助。针灸是中国传
统医学的一部分，它认为贯穿人体 14 条经络之中有能量流动，将其作为解释

人体运行的基础。按照这一理论，疾病起源于能量流动的不平衡或干扰。加拿大对 

217 位 MS 患者进行了针灸试验，其中三分之二患者的病情得到改善，包括疲劳，疼痛，
僵直，行走、肠蠕动和膀胱问题，麻刺和麻木，无力，睡眠问题，协调丧失，视神经
炎以及 MS 发作。结果令人鼓舞，但因为研究采用了自测的调查方法，欠缺正式临床
试验的严格要素。根据国家 MS 协会，有两项研究显示四分之一患 MS 的受访者曾
接受针灸来缓解症状。其中约 10% 至 15% 表示他们还将继续接受针灸治疗。尽管
尚无临床对照试验评估针灸用于 MS 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一疗法并无任何副作
用，也不存在已知的风险因素。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请访问国家多发性硬化症协
会网站，www.nationalmssocie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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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纤维瘤病
神经纤维瘤病 (NF) 是一种遗传性、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发病
难以预测，可随时引发人体任何一处的神经组织形成肿瘤。尽管大
多数 NF 相关性肿瘤不会癌变，如果压迫脊髓及脊髓旁神经，仍会
引发许多问题；最终可能导致瘫痪。其中最常见的肿瘤是发生在周
围神经附近组织中的神经纤维瘤。神经纤维瘤病分三种类型：1 型
可引发皮肤改变和和骨骼变形，影响脊髓和大脑，常造成学习障
碍，多于出生时开始发病。2 型可导致听力丧失、耳鸣和平衡能力
下降；多于青少年时期发病。神经鞘瘤病，发病率最低，可引发剧痛。
在美国，各类神经纤维瘤病的患者共计超过 10 万人。对无论哪种
类型的 NF，目前都尚无治愈方法，尽管引发 1 型和 2 型 NF 的基因
已被确定。

来源：

国家神经和中风疾病研究院、神经纤维瘤病网络
ɶɶ 以下是资源链接。

神经纤维瘤病网积极鼓励 NF 的相关研究，传播医学和
科学方面的相关信息，设有全国性的临床医护参考
数据库，推动大众对 NF 的认识。www.nfnetwork.org

儿童肿瘤基金会为神经纤维瘤病的相关研究和进展提供
支持，发布有关信息，帮助临床治疗机构、最佳实
践方法以及患者支援体系的发展。www.ctf.org

加州神经纤维瘤病公司提供医学研讨会、家庭
支援及患者权益宣传，支持 NF 领域研究。
www.nfcaliforn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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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
脊髓灰质炎的原因是控制运动功能的神经受到病毒攻击。自沙克疫
苗 (1955) 和沙宾疫苗 (1962) 通过批准以来，世界各国已几乎将脊髓
灰质炎（小儿麻痹）完全消灭。2013 年，只有三个国家（阿富汗、
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仍有脊髓灰质炎病毒流行，相比 1988 年时
的 125 个已大大减少。
世界卫生组织 (WHO) 预测，全球共有 1200 万人因脊髓灰质炎

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残疾。国家健康统计中心预测，美国共有约 100 
万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其中约一半人称，瘫痪使他们患上了某种形
式的残障。美国最近一次的脊髓灰质炎大规模爆发出现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
多年以来，脊髓灰质炎存活者大多生活积极，疾病的记忆已被

人淡忘，同时拥有稳定的健康状况。但在上世纪 70 年代晚期，在初
次诊断后已经过 20 年以上的患者身上，开始出现新的问题，其中
有疲劳、疼痛、呼吸或吞咽困难，以及额外的虚弱——医学专家
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 (PPS)。
有人对 PPS 相关性疲劳的感受，类似流感时的疲劳症状，严重

程度与日俱增。这类疲劳可在从事体力活动时增加，可能导致注意
力和记忆问题。还有人可感到肌肉无力，锻炼后程度上升，休息后
可恢复。
研究显示，脊髓灰质炎患者体内病毒的残存时间，与患者年龄

具有同等的风险性。根据这项研究，原先瘫痪较重，后恢复较好的
患者，比起原先病情较轻的患者有更多的 PPS 问题。
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似乎与身体过度使用有关，也可能与神经

压力有关。脊髓灰质炎病毒对运动神经元造成损伤后，肌肉纤维失
去依靠，随之产生瘫痪。有些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可重获运动能力，
原因是附近未受累的神经细胞 “发芽 ”，与原先失去连接的肌肉重连。
得到重建的神经肌肉系统可帮助患者正常生活多年，之后由于

年龄增长，患者将承受残存神经细胞、肌肉及关节过度使用的后果。
有人认为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是病毒重新感染的结果，但这一理论
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支持。
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应在各方面注意健康——定期寻求治疗，关

注营养，避免过度增加体重，戒烟，避免过度饮酒。我们建议幸存
者注意身体发出的警告，避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同时在必要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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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辅助器材，从而避免造成疼痛的活动，防止肌肉过度使用，减少
能量消耗。
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往往并不危及生命，但可造成严重的不适

和残疾。其中最严重的残疾是行动能力退化。PPS 患者进行日常活
动（例如烹饪、清洁、购物和驾驶）时常常感到困难。一些人可能
需要辅助设备来减少能量消耗，如手杖、拐杖、助行器、轮椅、电
动滑板车。

PPS 患者的生活常常需要适应新的残障症状；对有些人来说，
再次体验童年患病的经历，可能十分痛苦。例如，从手动轮椅改用
电动轮椅的过程可能十分艰难。幸好，PPS 在医学群体中正在取得
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了解 PPS 的专业人士也有很多，他们能够提供
恰当的医学和心理帮助。另外，还有各类 PPS 支援团体、邮件通讯、
教育网络，提供有关 PPS 的最新信息，使患者明白他们并非孤军奋战。

富兰克林 ·D·罗斯福与  Ruthie Bye 及  Fala，1941年。很少有人将富兰克林看作一
名脊髓灰质炎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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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际脊髓灰质炎网、蒙特利尔神经专科医院 PPS 科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国际脊髓灰质炎后保健组织 (PPHI) 为脊髓灰质炎幸存
者提供信息，促进 PPS 患者群体之间的沟通。PPHI 
发布的资源十分丰富，包括按季度发行的《脊髓灰
质炎网络新闻》，一年一期的《脊髓灰质炎后综合
征目录》以及《写给医师和幸存者的脊髓灰质炎后
期反应手册》。PPHI 的前身是 50 年前由 Gini Laurie 
创办于圣路易斯的一份油印刊物——GINI 组织。
314-534-0475；www.post-polio.org

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研究院是 Richard Bruno 所在的
机构，他是一位专精于疲劳、疼痛、压力以及 PPS 
方面的临床心理学家。www.postpolio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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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裂
脊柱裂是可永久致残的出生缺陷中最常见的一种。在美国，
每 1000 个新生儿中就有一名脊柱裂患者；每年有 4000 名胎儿受脊
柱裂影响。约 95% 的脊柱裂患儿，其父母双方均无家族病史。尽管
某些家庭可能容易出现脊柱裂，但它不具备特定的遗传模式。
脊柱裂是一种神经管缺陷 (NTD)，英文 “spina bifida”来自拉丁

语，字面意义是 “裂开的脊柱 ”，或者脊柱的不完全闭合。这一出
生缺陷发生于孕期 4 至 6 周，此时胚胎大小尚不足一英寸。正常情
况下，胚胎中心的沟裂加深，使两侧组织相遇闭合，这一组织最终
将形成脊髓。当脊柱裂发生时，胚胎两侧无法完全相遇，形成畸形
的神经管影响脊柱形态，后者还会在许多情况下，形成脊髓裂口或
病变。
最严重的脊柱裂可能使裂隙以下部位肌肉无力或瘫痪，丧失

知觉，失去排尿和排便的控制能力。脊柱裂共有三种不同类型
（以下按严重程度从低到高排列）。

隐性脊柱裂：一块或多块脊椎骨的裂隙，脊髓无明显损伤。
据预测，40% 的美国人患有隐性脊柱裂，但因为几乎没有症状，
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患病。
脑脊膜突出：覆盖在脊髓表面的保护性结构——脑脊膜，从脊

椎的开口突出，形成囊性结构，称为脑脊膜突出。脊髓并不受损；
这一类型的脊柱裂可在神经通路几乎不受损伤的情况下得到修复。
脊髓脊膜突出：最严重的一类脊柱裂，一部分脊髓组织向背部

突出。有时，突出部位仍有皮肤覆盖；有时组织和神经都将暴露。
脑积水是脊髓脊膜突出的一种常见结果。出生就患有脊髓脊膜突出
的儿童之中，很多都患有脑积水，这种液体在脑内积聚的症状常需
通过分流手术进行控制。这可缓解脑内的液体积聚，减少脑部损伤、
癫痫或失明的风险。有些情况下，有脑积水历史的脊柱裂患儿还会
遇到学习障碍。他们可能无法集中注意力，患有语言表达和理解能
力障碍，阅读和数学水平较低。对学习障碍儿童进行早期干预可有
效改善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脊柱裂的继发疾病包括矫形问题、橡胶过敏、腱炎、肥胖、

皮肤溃烂、消化问题、学习困难、抑郁、社会问题和性问题。
尽管脊柱裂相对常见，脊髓脊膜突出患儿大多在出生不久后

死亡，这一情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现在我们有能力在出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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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4 小时内进行手术，排空脊髓液体，防止脑积水的发生，使得
脊髓脊膜突出患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然而，许多时候，他们需
要在整个童年阶段接受一系列的手术。外科与泌尿科领域的技术
进展，使得 90% 的脊柱裂儿童可以在成年后享受完整、积极的生活。
据预测，美国现在约有 7 万人正在遭受脊柱裂的折磨。
出生缺陷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之中。患有某些慢性健康问题的

母亲，包括糖尿病和癫痫症状（使用抗惊厥药物），其胎儿患上脊
柱裂的风险更高（约 1%）。影响胎儿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家庭
基因，女性在孕期接触到的物质也与之相关。最近研究显示，叶酸
可降低胎儿患上 NTD 的风险。怀孕早期或孕前服用叶酸，可降低
脊柱裂和其他神经管缺陷风险。叶酸是一种常见的水溶性 B 族维
生素，是人体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物质。在胚胎发育这样的快速生长
时期，机体对这种维生素的需求增加。美国人的日常饮食无法满足
叶酸的推荐剂量；可以补充使用复合维生素片、营养增强型早餐麦
片、深绿色的有叶蔬菜（如西兰花和菠菜）、蛋黄以及一些水果和
果汁。
据美国脊柱裂协会 (SBAA) 称，假如每位育龄女性都能使用含 

400 毫克叶酸的复合维生素片，那么神经管缺陷风险可被降低 75%。
共有三种针对脊柱裂的产前测试：血液甲胎蛋白水平测试；超声
测试；以及羊膜穿刺术。
通过借助拐杖、支架或轮椅，学习运动技巧，脊柱裂儿童

可获得独立行动的能力。许多儿童可独自解决排便和排尿问题。
据 SBAA 称，关注脊柱裂患者（无论儿童还是成年人）的心理和社
会发展十分重要。包括 SBAA 的成人网络调查在内的许多研究都明
确指出，自卑及社会技能训练的欠缺等因素可造成情绪障碍。
研究人员正在寻找与脊柱裂发病有关的基因。他们同时也在探

索大脑正常发育的复杂机制，以明确脊柱裂患者的神经管究竟有何
异常。
在出生后的几天内进行手术，将脊柱裂患儿背部的裂隙封闭，

这一方法从 20 世纪 30 年代沿用至今。它可以防止神经组织的进一
步损伤，但无法恢复受损神经的功能。近年来，一些医生开始在脊
柱裂患儿出生之前对其进行干预。脊柱裂患儿的神经功能似乎随着
胚胎发育逐渐恶化；脊髓的损伤是渐进性的，其原因可能与接触羊
水有关，这提示我们应及早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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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脊柱裂患儿可有脊髓黏连症状（脊髓及表面的脊髓膜黏连，
影响脊髓发育以及脊髓液流动）。目前对此已有更佳的治疗方法，
可减少痛苦、虚弱，改善排便和排尿功能。

来源

脊柱裂协会、国家神经和中风疾病研究院、March of  Dimes 出生缺
陷基金会
ɶɶ 以下为资源连接。

脊柱裂协会 (SBA) 致力于促进脊柱裂的预防，提升患
者的生活质量。请拨打 202-944-3295 或免费电话 
1-800-621-3141；也可访问 www.sbaa.org 

March of  Dimes 出生缺陷基金会针对威胁美国儿童
健康的四大问题——出生缺陷、婴儿死亡、新
生儿体重过轻以及缺乏产前护理——提供相关
信 息。 免 费 电 话 1-888-MODIMES (663-4637)；	
www.modimes.com 

脊髓损伤
脊髓损伤 (SCI) 是椎管骨性保护结构内发生的神经损伤。脊髓损伤
最常见的原因是创伤，尽管引发伤害的可以是各类先天后天疾病，
也可以是肿瘤、触电，或在手术或潜水时发生的氧中毒或氧不足。
出现功能缺失，不一定说明脊髓发生了断裂。事实上，大多数 SCI 
患者的脊髓仅仅受到表层损伤，组织仍完好无损。
因为脊髓负责协调身体运动与知觉，一旦发生损伤，则无法将

来自大脑的信号向各个身体系统传递，导致损伤部位以下的感觉、
运动及自主功能遭到破坏；这常可导致瘫痪。
脊髓损伤的历史十分悠久，但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该病患者的

长期存活率才变得乐观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常常因为尿路、
肺部和皮肤的感染死去；抗生素的发明使 SCI 从绝症变成了一种可
以治愈的疾病。现在，脊髓损伤患者的预期寿命已趋近正常人群。
脊髓创伤并非一个孤立事件。最初的挫伤破坏或杀死了脊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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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细胞。但在损伤后的几个小时或几天内，一系列的继发反应，
包括缺氧以及损伤部位有毒物质的释放，加重了脊髓受损的程度。
1990 年以来，对 SCI 型创伤的急诊治疗，常常使用类固醇药物甲基
强的松龙，该药被认为可以减少继发性损伤。现在，这一药物已不
再为神经外科专家所推荐。
如果脊髓被骨、椎间盘或血块挤压，在急诊治疗时可能需要动

用手术。按照传统方法，医生将花几天的时间等待脊髓压迫减小，
他们认为立即手术可能带来更坏的后果。近来，许多医生开始提倡
尽早进行手术。
通常来讲，在脊髓肿胀减小以后，大多数患者会有一定程度的

机能回复。当受伤较多，特别是发生不完全损伤（损伤以下部位仍
有部分运动或感觉功能保留）时，患者可能在 18 个月或更久以后
才能恢复功能。有些情况下，SCI 患者在受伤多年以后才恢复部分
功能。
周围神经系统 (PNS) 的神经细胞（神经元）负责将信号传至四肢、

躯干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它们在受伤以后可以自愈。然而，位于
大脑和脊髓之中的神经属于中枢神经系统 (CNS)，没有再生的能力
（参见下文关于脊髓缺乏自我修复能力的研究讨论）。

脊髓包括神经细胞（神经元）和较长的神经纤维（轴突），后者
表面被髓磷脂（一种起隔离作用的物质）覆盖。髓磷脂的丧失可发
生在脊髓创伤中，也是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的标志，可以妨碍神
经信号的有效传递。神经细胞本身，及其树状分支结构树突，从其
他神经细胞处接收信号。与大脑类似，脊髓也被三层膜性结构包围
（脑脊膜）：最内是软脊膜；中间是蛛网膜；最外是皮革样的硬脊膜
（英文 “dura mater”来自拉丁语，意为 “坚强的母亲 ”）。

多种细胞负责执行脊髓功能。体型较大的运动神经元，或称传
出神经，有较长的轴突，控制颈部、躯干和四肢的肌肉。负责感觉
的背根神经节细胞，或称传入神经，将躯体发出的信号传入脊髓和
大脑。完全位于脊髓之内的脊髓中间神经元，帮助合并感觉信息，
同时产生控制肌肉的协调信号。
神经胶质是大脑和脊髓中的支持性细胞，数量远远超出神经元，

可执行各种重要功能。有一类胶质细胞叫少突神经胶质细胞，可产
生包裹轴突的髓鞘，提高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和可靠性。星形细
胞是一种较大的胶质细胞，负责调控神经细胞周围的生化性液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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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小胶质细胞可在神经受损时被激活，也可帮助清理废物。所
有胶质细胞均可产生支持神经元存活，影响轴突生长的物质。然而，
这些细胞也可以妨碍伤后恢复；一些胶质细胞可被激活，参与伤后
瘢痕组织的形成，妨碍细胞生长。
脑和脊髓的神经细胞对创伤和损伤的反应，与其他身体部位

（包括周围神经系统）的细胞完全不同。脑和脊髓被封闭在骨性的
腔体之内，后者在保护它们的同时，也使其易于遭受肿胀或外力所
致的挤压性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代谢率极高，依赖血液中的
葡萄糖提供能量——维持这些细胞正常运转，需要丰富的血液供应；
因此，CNS 细胞极易受血流减少（缺血）的损害。

CNS 的另一独特之处在
于血脑屏障和血脊髓屏障。
这些屏障由覆盖 CNS 血管
表面的细胞构成，通过限制
可能有害的物质以及免疫细
胞的进入，保护神经细胞。
创伤可使屏障受损，并由
此对脑和脊髓造成进一步伤
害。血脊髓屏障也能阻止一
些可能具有治疗作用的药物
进入。
完全与不完全损伤的对

比。不完全损伤者在损伤以
下部位，仍有部分残存的感
受或运动功能——脊髓未被
完全破坏。如发生完全损伤，
损伤以下的身体部位将无法
接收来自大脑的任何信号。
尽管发生脊髓损伤后，

仍有希望恢复部分功能，但
一般来说，不完全损伤者的
恢复机率更大，恢复情况也
更好。肌肉重新开始活动的
时间越短，恢复情况更好的

手掌

背部

手掌

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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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也越大。如果在最初的几周之后，肌肉开始慢慢恢复，那么相
比腿部，恢复更有可能发生在臂部。只要出现一些改善，有一些肌
肉恢复了功能，那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功能恢复发生。毫无改善的
情况持续越久，不依赖治疗获得恢复的情形就越不可能发生。脊髓
被分为多个部分，依据 33 块椎骨的位置标注。每一部分的神经负
责一块特定区域的运动感知功能（将这一情形用图表示出来，称为
皮区。）总体而言，发生脊柱损伤的位置越高，人体丧失的功能就
越多。颈部的皮区为 C1 至 C8 区，控制传入颈部、双臂、双手的信号，
有时还包括膈。这一区域的损伤可造成四肢瘫痪。
如 C3 以上区域损伤，患者可能需要使用呼吸机。C4 以上的损

伤常常导致四肢运动和感知能力丧失，虽然肩颈部仍有运动能力，
可使用吹啜式设备辅助行动、控制环境以及交流。C5 损伤常不会影
响肩部与二头肌的控制，但腕部或手部的控制能力所剩无几。损伤 
C5 部位的患者仍能独立进食，处理许多日常活动。C6 部位的损伤
通常不会影响腕部控制能力，患者可以驾驶适应性车辆，处理个人
卫生问题，但常常缺乏正常的手部功能。C7 和 T1 部位损伤者仍可
伸直手臂，可以进行个人护理，但手和手掌可能欠缺灵活性。
胸椎或上背部（T1 至 T12）神经将信号传至躯体及手臂的一

些部位。T1 至 T8 的损伤常常影响躯体上半部分的控制功能，限制
躯干的运动能力，原因是腹部肌肉欠缺控制。低处胸椎神经损
伤（T9 到 T12）仍能保留较好的躯干控制以及腹部肌肉控制能力。
腰椎（或肋骨以下的中背部）神经损伤（L1 至 L5），仍可以控制臀
部及双腿的信号传导。L4 损伤患者仍能伸展膝盖。腰椎（或肋骨以
下的中背部）神经损伤（L1 至 S5），仍可以控制臀部及双腿的信号
传导。
除了感知、运动功能丧失以外，脊髓损伤还可导致其他改变，

包括排便、排尿及性功能丧失，低血压，自主反射异常（如损伤发
生在 T6 以上），深静脉栓塞，僵直以及慢性疼痛。其他损伤相关
的继发性问题包括压迫性溃疡、呼吸系并发症、尿路感染、疼痛、
肥胖和抑郁。参见 125-165 页有关上述症状的更多信息；结合良好
的医护条件、饮食以及运动，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针对残疾人的衰老研究显示，SCI 患者的呼吸系统疾病、糖尿

病以及甲状腺疾病风险比其他人更高。例如，SCI 患者更易遭受下
呼吸道感染，造成生产力下降，医疗费用增加，提前死亡的风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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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患病率：数字惊人

最新数字已经出炉，它们大得令人震惊：美国有 5600 万人正在与瘫痪抗争，
约为总人口的五十分之一。根据里夫基金会的一项研究预测，有 127.5 万美国

人身患因脊髓损伤导致的瘫痪——比之前常见的预测数字 25 万高了 5 倍。中风使 

160 万美国人瘫痪，是造成瘫痪的最主要原因；脊髓损伤是第二大原因，占全部病
例的 23%。
上述数据来自一项基于人口的电话调查，调查设计严格，涉及 3.3 万个家庭。

这项研究的开发者来自新墨西哥大学，其数据来源遍布全国，包括疾病控制与预防
中心，以及 14 所主要大学及医学机构。
上述调查结果对脊髓及瘫痪相关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对于患者，

还有其家人、照料者、医护人员及雇主。随着瘫痪和脊髓损伤患者的人数上升，
治疗成本也相应增加。瘫痪和脊髓损伤每年使医疗系统花费数十亿美元。单是脊髓
损伤一项，每年就可花费约 405 亿美元——比 1998 年的预估成本（97 亿美元）
增加了 317%。瘫痪或脊髓损伤患者也常无力购买医疗保险，无法用保险支付瘫痪
相关的、复杂的继发性或慢性疾病开销。

这些问题不仅常见于颈椎高位损伤者（他们丧失了呼吸肌功能），
也出现在下身瘫痪的患者之中。
最常见的脊髓损伤原因是机动车事故，其次是运动损伤（儿童

和青少年常见）、摔倒及暴力行为。成年人多见工作损伤（主要是
建筑工作）。承受脊髓损伤者大多处在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年纪，
但随着总体人口逐渐衰老，老年瘫痪者的比例正在上升。脊髓损伤
者有五分之四是男性。超过一半的脊髓损伤发生在颈椎，三分之一
发生在胸椎，其余大多发生在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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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研究
对于脊髓损伤目前尚无明确的治疗方法。但进行中的新疗法试验进
展迅速。限制损伤进程的药物、减压手术、神经细胞移植和神经再
生以及神经康复疗法，可能具有减小脊髓损伤的作用，正在接受试
验。受损脊髓的生物学状况十分复杂，但已有许多临床试验正在进
行或即将开展；瘫痪后功能恢复已经越来越有希望，背后的理由也
十分充分。然而，因疾病、中风或创伤造成的瘫痪仍是最为艰难的
医学问题。事实上，仅仅一代人以前，发生在脑部和脊髓、严重影
响运动或感觉功能的损伤还被认为无法治疗。但近来，“治愈 ”这
个字眼不仅开始为科研人员使用，也出现在了临床医生的口中。恢
复神经学领域潜力巨大，被寄予厚望。需要明确的是，科学进展虽
然缓慢，但步伐稳定。在不远的未来，大量减轻瘫痪影响的手段或
疗法将会出现。但期盼一种足以应对所有恢复情形的 “万金油 ”，
是不合实际的。可以十分肯定地预测，即将出现的这些治疗方案，
将是针对不同损伤阶段的多种疗法的结合，包括一步重要的康复阶
段。以下将简要介绍几个不同领域的研究进展。
神经保护：如同脑创伤或中风发生时一样，脊髓细胞最初损伤

之后，将有一系列生化反应出现，将损伤部位的神经细胞剔除。这
一继发过程可以得到调整，
从而使许多细胞避免损伤。
类固醇药物甲基强的松龙 
(MP) 于 1990 年获 FDA 批准，
用于治疗急性 SCI；迄今为
止，该药仍是唯一经过批准
的急性治疗用药。据信，如
在损伤发生的 8 小时内使用 
MP，可以使炎症得到减轻。
医生群体并不完全信赖 MP 
的有效性；许多神经外科医

师不推荐该药，认为这一类固醇药物事实上将造成更多损伤。与此
同时，世界各地的许多实验室正在开展研究，寻找更好的急救药物。
有几种药物前景较好，包括利鲁唑（保护神经免受过多谷氨酸盐的
伤害）、Cethrin（减少抑制生长的物质）、一种叫做 anti-Nogo 的分
子（经欧洲测试，通过阻止抑制促进脊髓细胞生长）以及一种聚乙

受到激励的老鼠：硬膜外刺激加跑步机训
练等于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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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醇 (PEG) 包裹的氯化镁复
合物，名为 AC105（在动物实
验中，当在损伤后四小时内使
用时，AC105 具有神经保护作
用，可促进 SCI 患者的运动功
能与 TBI 患者的认知功能）。
脊髓降温是另一种可能的急性
疗法；低温可以减少细胞损失。
但有关降温的操作规范（降温
的温度和时长）尚未完全确定。
干细胞也被视为一种急性疗

法：生物科技公司 Geron 曾开展一项（后来被放弃的）人体安全试验，
使用人胚胎干细胞治疗急性脊髓损伤（有关这一试验的详细信息，
请见下文）。

100 多年前，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 ·拉蒙 -卡哈尔注意到，
遭受创伤的轴突末端膨胀，形成他称之为 “营养不良性末端球
体 ”的结构，不再具有再生能力。这一问题至今仍是功能恢复中的
关键——似乎有某种屏障或瘢痕组织限制了神经末梢不再生长。
近来，一些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显示，存在这样一种分子，它可以破
坏形成瘢痕的糖链，使这些营养不良性生长球体得到解脱（软骨素
酶，昵称 chase）。对于 chase 的潜在效果，已有许多研究工作出版；
它已帮助许多瘫痪动物恢复功能。目前尚未开展人体试验；对于如
何使用软骨素酶，使其对损伤位置发挥有效作用的问题，目前尚未
得到充分认识。
搭桥：“桥 ”的概念十分简单——移植细胞或使用一种微型

支架，填充脊髓受损部位（常为一处疤痕覆盖的囊肿），从而允
许脊髓神经穿越原本无法生长的区域。1981 年，加拿大科学家 
Albert Aguayo 发现，用周围神经制成 “桥 ”，可以帮助脊髓轴突
远距离生长，这无疑证明了在合适的条件下，轴突可以继续生长。
经过实验，现在已经出现许多技术，用来创造促进神经增长的环境，
包括使用干细胞、来自上鼻部的嗅鞘胶质细胞 (OEG) 以及施万细胞
（周围神经的支持细胞，经证明具有帮助脊髓和脑细胞的能力）。

另一类 “桥 ”可能更像一条绕行道路，将周围神经组织缝合在
脊髓病变部位的上下方。这类手术在美国尚未得到临床使用。然而，

拉蒙 -卡哈尔



不同疾病的基本介绍

|  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里夫基金会38

在实验中，神经搭桥可以恢复一些高位颈椎损伤动物的膈肌功能和
呼吸能力，以及一些低位损伤动物的排尿控制能力。研究小组相信
这一技术将在未来造福人类。
细胞置换：有人认为受损或死亡的脊髓神经细胞可以被新细胞

置换，这一想法虽然诱人，但尚未有人将其实现；细胞置换还不足
以成为人体 “备用零件 ”的来源。从患者自身或其他来源处取得的
干细胞（包括胚胎细胞系）、OEG 细胞、胚胎组织以及脐带血细胞，
已被用于实验性的瘫痪后功能恢复；结果令人鼓舞，但这并非因为
置换细胞取代了死亡或损伤细胞的角色。置换组织似乎可以为残存
细胞提供支持，帮助其生长。
对于干细胞概念的讨论，请见 106 页方框中的内容。请注意，

干细胞疗法被 FDA 认定为一种药物；在美国，唯一获得批准的干细
胞用途是骨髓移植。
史上第一例胚胎干细胞试验（2011 年，资助方 Geron 宣称资金

困难，中止了该项目）曾希望使用移植干细胞，使脊髓急性损伤部位
的现有细胞重新生长，从而修复细胞外层的髓鞘，后者是信号传输
所必须的。共有 5 人参加了 1 期试验，主要研究安全性；虽然未出
现副作用，但也没有获得功能收益。Geron 细胞可能有机会再次登台
亮相；两位前 Geron 高管已经获得了使用这株细胞系的权利，成立
了新公司 BioTime，意在进行更多试验。参见 www.biotimeinc.com
加州生物科技公司 StemCells, Inc. 正在瑞士进行一项临床试验，

使用胚胎来源的人体干细胞，对损伤时间 3 个月至 1 年的患者进行测
试。这些细胞同样被认为具有修复髓鞘的能力。第一个试验显示这些
细胞具有安全性；早期数据显示，这一方法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感觉
功能恢复。StemCells, Inc. 试验背后的科学技术，来自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的夫妻组合 Brian Cummings 和 Aileen Anderson。Anderson 是里
夫脊髓损伤国际研究团体的成员（请访问 www.ChristopherReeve.org，
点击 “研究 ”）。StemCells, Inc. 已开始对其细胞进行临床前动物试验，
作为长期颈椎损伤的潜在治疗方法。www.stemcellsinc.com
第三项 SCI 干细胞临床试验正在由 Neuralstem 公司进行，内容

是测试慢性 SCI 模型中的人类神经细胞，测试在损伤后 1 到 2 年内
进行。移植细胞来自大脑和脊髓同体的干细胞。该公司发现了大规
模生产细胞的方法，用于脊髓直接注射；同一株细胞系已在 ALS 相
关的临床试验中使用了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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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 Neuralstem 人体细胞用于动物的临床前研究时，研究人
员发现置换细胞可与脊髓神经结合，形成新的传输通道——这些
动物身上表现出了显著的功能改善。为何这些细胞可以良好生长，
并且形成连接呢？在动物身上取得的这一初步成果，可能与操作方
法有关，也就是使用纤维蛋白基质作为支架，外加各类生长因子的
组合。然而，第一批人体试验不会测试这些因素的综合情况。参见 
www.neuralstem.com
多个国家已开展临床试验，对 OEG 细胞植入脊髓病变部位的

安全性和效果进行测试；结果令人鼓舞。与此同时，迈阿密计划
已开始对移植施万细胞（周围神经系统的支持细胞，可促进脊髓
损伤后轴突再生长）进行临床试验。结合使用施万细胞和其他生
长性分子，可能最终会比单独移植施万细胞效果更好。例如，迈
阿密计划的一个团队发现，单独使用施万细胞可以刺激神经生长，
形成 “桥 ”形结构，但在跨过脊髓损伤的裂口之后，生长迅速停止。
如将施万细胞配合 OEG 细胞一起使用，轴突可以跨过 “桥 ”形结构，
进入病损部位另一侧的脊髓。参见 www.themiamiproject.org
再生：这可能是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中最困难的一种。为大

规模修复脊髓损伤后的感觉和运动控制功能，较长的轴突必须重新
生长，远距离连接——最远可达 2 英尺——至准确的目标上。这
些轴突无法再生，除非其路径中的毒素被清除，充满维生素，同时
“路面 ”具有吸引力。通过阻止抑制因子（妨碍轴突沿路径生长的
蛋白质），添加营养物质，提供适于生长的基质，研究人员成功实
现了远距离脊髓神经生长。多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使用一种分子开关，

激活创伤后神经细胞增长。
PTEN 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
由癌症研究者发现于 15 年前。
这一基因负责调控细胞增殖，
被发现可以作为轴突生长的分
子开关。当科学家在一个完全
脊髓损伤模型中删除了 PTEN 
基因后，脊髓皮质轴突——
主要运动功能所需的神经——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了再生。
PTEN 十分复杂；你无法将这

以红色标注的神经纤维（轴突）跨越受
损脊髓的病变部位，受到基因控制的
诱导，释放出了生长潜力。

何
志
刚
实
验
室



不同疾病的基本介绍

|  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里夫基金会40

个基因彻底删除，因为它负责限制某些特定的细胞过度生长（癌症）。
但有些方法可以释放它。为使这一方法与人体脊髓损伤产生联系，
许多工作有待进行，但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已参与其中，探索 PTEN 
基因和其他众多与神经细胞再生长相关的基因。
康复：几乎任何瘫痪后功能恢复性治疗都需要物理疗法来重建

肌肉、构建骨骼、以及激活运动能力。功能获得恢复后，总需要某
种形式的康复治疗。另外，活动行为本身也会影响康复效果：2002 年，
在遭受完全 C2 损伤的 7 年以后，克里斯托弗 ·里夫发现自己重获
了部分功能和感觉。他的医生将这一现象归功于功能性电刺激的使
用（可能激活了修复程序），以及一个包括被动电刺激、水疗和被
动站立的康复项目。
里夫还有限地使用了跑步机训练，这种物理疗法的具体内容是

将身体固定在跑步机上，强迫腿部进行步行式的运动。其理论依
据是脊髓可以解答传入的感觉信号；脊髓非常聪明。它可以无需
大脑输入，自行执行运动指令。运动受中枢模式发生器 (CPG) 控
制，这一系统可以激活行走模式。在跑步机训练期间，行走的动
作可以向 CPG 发送感觉信息，使脊髓回忆起行走的过程。科学家
将行走能力重新激活的过程叫做可塑性——神经系统并非一成不
变，反而有能力为适应新的刺激发生改变。研究人员正在对 CPG 
进行大量研究，试图明确如何将其激活。（请阅读 104 至 105 页 Rob 
Summers 的故事。）康复技术已十分发达，锻炼和物理运动已成为
恢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脊髓损伤患者而言，保持身体活
跃，争取最好的恢复结果，才是最佳选择。欲知活动性康复的更多
相关信息，或了解里夫基金会神经康复网，请阅读第 100 页。

 
来源

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克雷格医院、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里夫基
金会、国家神经和中风疾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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ɶɶ 以下为脊髓损伤的相关资源连接。

克里斯托弗与丹娜 ·里夫基金会为脊髓损伤性或其他神经系
统疾病性瘫痪的治疗研究提供资助。基金会设有资助金
项目、瘫痪资源中心 (www.paralysis.org) 以及宣传项目，
努力提高残疾患者的生活治疗。欲了解基金会进行的研
究和宣传、“生活质量 ”资助金项目的详细情况，或与一
位信息专家取得联系，请访问 www.ChristopherReeve.org 
或将信件转寄 636 Morris Turnpike, Suite 3A Short Hills, 
NJ 07078；免费电话 1-800-225-0292。

里夫基金会病友及家庭支持项目是一个病友之间的国家性
监督项目，为瘫痪患者、家人及其照料者提供情感支持
以及地区和全国性的信息资源。www.paralysis.org/peer

Apparelyzed 网站为受脊髓损伤困扰之人提供病友互助。
www.apparelyzed.com

CareCure 社区设有论坛，讨论 SCI 以及神经科学相关
研究、护理、旅行、性和关系、运动、设备、法律
等领域的信息。设有 “脊髓病护士之家 ”（在 “护理 ”
版）以及 “移动女性 ”讨论区。一个活跃、有益同
时充满希望的社区。http://sci.rutgers.edu

克雷格医院有一名专职护士，负责应答 SCI 患者的非紧
急来电，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免费电话 1-800-
247-0257 或 303-789-8508。网站提供教育性资料。
www.craighospital.org

Darrell Gwynn 基金会为瘫痪患者提供支持，免费为需
要的用户赠送大量高科技定制轮椅。954-792-7223；
http://darrellgwynnfoundation.org

直面残疾网 虽然脊髓损伤会影响整个家庭，但面向患者
家属的资源寥寥无几。该网站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
信息和病友互助。通过 1000 多个视频，与经历类似
的人分享生活故事，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力量和支
持。www.FacingDisabil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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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SCI.org 在线提供脊髓损伤预防及全面的临
床实践与康复的免费教育资源。该项目由基于医
生群体的国际脊髓损伤协会倡议成立。请访问 
www.elearnsci.org；www.iscos.org.uk

国际脊髓损伤协会拥有超过 1000 名会员，他们由来自 
87 个国家的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组成，协会的目
标是推广教育、研究及杰出的临床服务；他们还出
版有《脊髓损伤》期刊。www.iscos.org.uk

国家脊髓损伤协会 (NSCIA) 是联合脊髓协会的一个部
门，设有免费的服务热线，提供病友互助及信息资源。
免费电话 1-800-962-9629。www.spinalcord.org

美国瘫痪老兵协会 (PVA) 的目标是为患有各类脊髓损伤和
疾病的老兵及全体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康复
训练及公民权利。PVA 出版各类刊物、数据表，为脊
髓医学协会提供支持，后者发布 SCI 领域的权威临床
指导。PVA 通过脊髓研究基金支持科研事业。该机构
资助的杂志包括《下肢瘫痪新闻》(PN)及《运动与辐条》。
免费电话 1-800-424-8200。www.pva.org

拉尔夫轮椅骑士基金会是一家设立于南加州的病友网络，
由 Mayra Fornos 为纪念她已故的丈夫、律师活动家及
四肢瘫痪者拉尔夫创立。www.ralphsriders.org

SCI 信息网提供有关脊髓损伤的信息，其中包括新
近发生的损伤，同时也是国家脊髓损伤统计中心 
(NSCISC) 的大本营。www.uab.edu/medicine/sci 或 
www.nscisc.uab.edu

脊髓损伤 101 是由牧人中心制作的一个系列视频，受
到里夫基金会及全国脊髓损伤协会的支持。有关 
SCI、急症处理、继发症状和其他领域的入门视频。
www.spinalinjury10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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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百科是一家互联网社会教育及视频档案网站，
“利用个体经验中得到的知识和成果，使脊髓损伤群
体彼此鼓励。”www.spinalpedia.com

联合脊髓协会 (USA) 提供专业知识、联系渠道及资源链
接。718-803-3782；www.unitedspinal.org

约  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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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研究资源
加拿大脊髓研究协会面向脊髓损伤或相关的神经缺陷患
者，通过指向性的医学研究，专注于这一群体的物
理恢复工作。905-508-4000；www.csro.com

CatWalk 脊髓损伤基金由新西兰人 Catriona Williams 
创立，他曾在 2002 年因交通事故受伤。该基金致力于
为治愈技术的发展募集资金。www.catwalk.org.nz

CenterWatch 提供一份各国开展过的、经过批准的临
床试验列表。617-856-5900；www.centerwatch.com 

临床试验网列出了美国所有经过联邦支持的临床试验，
可按疾病、地点、治疗或资助排序。该网站由国家
医学图书馆开发。www.clinicaltrials.gov 

医学研究进展联盟 (CAMR) 由各患者协会、大学、科
研机构、基金会及身患绝症的个体组成，宣扬
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包括干细胞研究。
202-725-0339；www.camradvocacy.org 

Craig H. Neilsen 基金会旨在提高脊髓损伤患者的生
活质量，支持治疗方面的科学探索。该机构是美国 
SCI 研究领域最大的非营利性资金提供方。Neilsen 
是一家赌场的管理人员，在 2006 年去世之前曾有 
21 年的瘫痪史。http://chnfoundation.org

Dana 基金会提供大脑和脊髓有关的可靠、方便信息，
包括研究。基金会提供无数的书籍和出版物，同时
在每年 3 月开展 “大脑意识周 ”活动。提供各类深
度资源。www.dana.org 

国际脊髓损伤瘫痪治疗运动是一系列遍布世界的组织，
每年共筹款约 2500 万美元用于 SCI 研究。成员机
构包括：CatWalk 脊髓损伤基金、克里斯托弗与丹
娜 ·里夫基金会、Craig H. Neilsen 基金会、法国
脊髓研究学会、国际下肢瘫痪研究基金、日本脊
髓基金、迈阿密瘫痪治疗计划、美国瘫痪老兵协
会、Rick Hansen 基金会、澳大利亚脊髓治疗协会、
Neil Sachse 基金会、脊髓研究协会、生命之翼基金会。 
www.campaignforc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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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国际研究团体是受里夫基金会赞助的一家合
作机构，由美国和欧洲各大神经科学实验室组成，
旨在寻找脊髓损伤的治疗方法。	
www.ChristopherReeve.org/research

国际干细胞研究会是一个有关干细胞研究和临床进展的
可靠信息来源。www.isscr.org

日本脊髓基金会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所有脊髓损伤患者，
无论残疾程度多重，都能独立、自尊地生活的社
会。”www.jscf.org

迈阿密瘫痪治疗计划是位于迈阿密大学的一个研究中
心，致力于寻找瘫痪的治疗及最终的治愈方法。免
费电话 1-800-STAND-UP；	
www.miamiproject.miami.edu

Mike Utley 基金会为脊髓损伤的研究、康复和教育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免费电话 1-800-294-4683；	
www.mikeutley.org

国家神经和中风疾病研究院受联邦资助，是各类脑、脊
髓相关研究的主要信息来源，提供各类瘫痪相关疾
病的权威研究总览。	
www.ninds.nih.gov

Neil Sachse 基金会成立于澳大利亚，旨在为 SCI 相关
研究提供支持。Sachse 曾因运动受伤导致四肢瘫痪。
www.nsf.org.au

PubMed 是国家医学图书馆设立的一项服务，提供超过 
1200 万条医学文献引用的入口，最早的文献可上溯
至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包括许多提供全文阅读和其
他相关资源的网站链接。支持关键词、研究者姓名
或期刊名搜索。	
www.pubmed.gov

里夫 –欧文研究中心由慈善家琼 ·欧文 ·史密斯为纪念克
里斯托弗 ·里夫创办，旨在对引发瘫痪的脊髓损伤和
疾病进行研究。请通过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取得联系；	
www.reeve.uc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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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 Hansen 基 金 会 于 1988 年 创 立 于 加 拿 大，
目的是支持脊髓损伤、轮椅运动、损伤预防及
康复项目的相关研究。604-295-8149；免费电话 
1-800-213-2131； www.rickhansen.com

Roman Reed 基金会致力于寻找神经系统疾病的
治愈方法。该组织以加州倡议人士 Roman Reed 
命名，他曾在一次大学橄榄球比赛中受伤。 
http://romanreedfoundation.com

Sam Schmidt 瘫痪基金会通过资助研究、医学治疗、
康复及技术进展，帮助身患脊髓损伤或其他疾病的
个体。该机构以身患四肢瘫痪的前赛车手 Schmidt 
命名。317-236-9999；www.samschmidt.org

SCORE 致力于寻找治愈瘫痪的方法；同时也面向运动致
伤的年轻患者，为自费的家居改造、车辆改造等项目
提供帮助。323-655-8298；www.scorefund.org 

神经科学协会由 4 万名基础科学家及临床医师组成，对大
脑和神经系统进行研究，包括创伤和疾病、大脑发育、
感觉与认知、学习与记忆、睡眠、压力、衰老及心理
疾病。202-962-4000；http://apu.sfn.org 

罗格斯大学脊髓损伤项目致力于将实验室中的治疗方
法向临床研究转移。CareCure 社区就诞生于这里。
732-445-2061；请访问  
http://sci.rutgers.edu 

美国国防部脊髓损伤研究项目由国会于 2009 年拨款 3500 
万美元创立，旨在为受损脊髓的再生和修复，以及改进
康复疗法的研究进行支持。受国会管理的医学研究项目：
301-619-7071；http://cdmrp.army.mil/scirp 

美国瘫痪老兵协会 (PVA) 脊髓研究基金会旨在为脊髓功
能障碍的相关研究提供资助，提高瘫痪者的健康水
平。免费电话 1-800-424-8200；请点击 “研究与教育 ”。
www.pva.org, 

脊髓协会 (SCS) 是一家研究推广机构，为脊髓损伤的治
愈筹集资金。218-739-5252；www.scs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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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脊髓治疗协会（前身是澳大利亚脊髓研究基金）
成立于 1994 年，目的是为科研活动提供资助，帮助
找到瘫痪的解决之法。请访问网站 
www.spinalcure.org.au

脊髓研究（前身是国际脊髓研究基金）是一家英国慈善
机构，提供研究资金，希望结束瘫痪无药可救的现状。
该组织由 Stewart Yesner 律师创立于 1980 年，他在 
1974 年因汽车事故造成瘫痪。
www.spinal-research.org

StemCellAction 是一家由慢性疾病患者组成的草
根组织，其家人和朋友相信干细胞研究存在潜
力。它是基因政策学会的分支机构。请访问 
www.stemcellaction.org；或 www.genpol.org

Travis Roy 基金会以一位波士顿大学曲棍球运动员、
损伤患者命名，旨在帮助脊髓损伤患者，并资助治
疗相关的研究。该基金会颁发了许多资助金，用
于购买轮椅、货车、家居改造及其他适应性工具。
617-619-8257；www.travisroyfoundation.org

瘫痪对抗联盟 (U2FP) 的参与者自称为 SCI 研究领域的
“治疗战士 ”。该机构每年主办一次 Working to Walk 
研究科学会议。http://u2fp.org

退伍军人事务康复研究及发展服务部支持下述领域的研
究：疼痛、排便和排尿功能、FES、神经可塑性及义
肢等。该机构出版有《康复技术研发杂志》，主办国
际神经再生研讨会。www.rehab.research.va.gov

生命之翼基金会位于奥地利，为世界各地脊髓治疗方面
的研究项目提供支持；一支国际审议员队伍对项目
进行评审，保证资助发挥最大作用；
www.wingsforlife.com/en-us

耶鲁神经科学和再生研究中心致力于开发新的治疗方
法，最终实现脊髓损伤及相关疾病的治愈。美国瘫
痪老兵协会、联合脊髓协会及退伍军人事务部为其
提供支持。203-937-3802；
http://medicine.yale.edu/cn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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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模范系统

脊髓损伤模范系统 (SCIMS) 中心项目由联邦政府成立于 1970 年；有研究显示，
综合治疗的效果优于分散治疗，这一项目正是以此为依据，旨在改善脊髓损伤

个体的治疗和转归。各 SCIMS 机构提供跨学科的医学服务，服务范围涵盖从急诊到
康复治疗的方方面面，帮助患者重新融入社会生活。这些机构同时开展研究、提供教
育资源并传播信息，以此提升脊髓损伤个体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目前共有 14 家 SCIMS 机构和 3 家 II 型机构，它们受美国教育部特殊教育与康复

服务局下属的国家残疾与康复研究学会资助。

UAB 模范脊髓损伤医疗系统，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 (UAB)，亚拉巴马州伯明翰；
205-934-3283。

南加州脊髓损伤模范系统，Rancho Los Amigos 国家康复中心，加利福尼亚州唐尼；
562-401-8111。

落基山地区脊髓损伤系统，克雷格医院，科罗拉多州恩格尔伍德；303-789-8306.

南佛罗里达州脊髓损伤模范系统，迈阿密大学，佛罗里达州迈阿密；305-243-9516。
佐治亚州地区脊髓损伤医疗系统，牧人中心公司，佐治亚州亚特兰大；404-350-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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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脊髓损伤医疗系统，芝加哥康复学会，伊利诺伊州芝加哥；312-238-6207。
肯塔基州地区模范脊髓损伤系统，福雷泽康复医院，肯塔基州路易维尔；

502-582-7443。
新英格兰地区脊髓损伤中心网络，波士顿大学医疗中心，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盖
洛德医院，康涅狄格州沃灵福德；特别护理医院，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
617-638-7380。

斯波尔丁 – 哈佛脊髓损伤系统，斯波尔丁康复医院，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617-573-2862。

密歇根大学模范脊髓损伤医疗系统，密歇根州安娜堡；734-763-0971。
北新泽西脊髓损伤系统，凯斯勒基金会，新泽西州西奥兰治；973-243-6973。
特拉华谷地区脊髓损伤中心，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宾夕法尼亚州费城；215-955-6579。
匹兹堡大学脊髓损伤模范中心，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412-232-7949。
西北地区脊髓损伤系统，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西雅图；800-366-5643。

II 型机构（曾受资助的模范机构，仍在继续收集后续数据。新参与者不计入其中）。
圣克拉拉谷医学中心，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408-885-2383。
西奈山医学院，纽约州纽约市；212-659-9369。
康复与研究学会 (TIRR)；赫尔曼纪念医院，得克萨斯州休斯顿；713-797-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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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托弗 ·里夫

我每天都在无所畏惧地面对生活。每次来纽约，我都会这样提醒自己，因为我现
在正被四根带子捆在一辆货车后面，而开车的司机碰巧是扬克斯的一班消防队

员。这帮家伙惯于驾驶消防卡车——驾驶速度飞快——所以我一旦上了这辆车，
就只有听天由命。从小时候起，我就承认自己是个控制狂，因此对我来说，能坐在后
排座位上，相信我们能够安全抵达终点，然后还能打打盹——这简直太幸福了。
我用这趟一小时的货车之旅，比喻另外一段旅程。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恐惧的源头在于失控。但我们越是想要掌控生活，越害怕失去控制，害怕安全网消失，
害怕不可预测的危险随时发生。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试图掌控一切的行为，剥夺了我
们体验生活的权利，使我们变得软弱不堪。
受伤的经历给了我残酷的教训，因为在那之前，作为演员的我过着坚强、自足而

有纪律的生活。我从高中毕业起，就过起了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大学、研究生，
然后加入外百老汇、百老汇，最后进入影视行业。我一直表现优异，习惯掌控一切。
这起事故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落地的位置差一毫米，我就根本不会受伤；

如果是向另一个方向差出一毫米，我今天就不可能来到这里。我需要通过手术把头接
回脖子上，我至多有 40% 的概率在手术中活下来。另外，我还差点因为药物反应死
在手术台上。他们告诉我，我肩膀以下的部位将丧失运动能力，我的身体不会再有更
大的恢复了，并且，当时 42 岁的我最多只能再活个六七年。
感谢上帝，我的妻子丹娜陪着我应对困难。我们决定不去相信那些别人灌输给我

们的话。这个决定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仍能外出散步的人，有多少曾在三年前被他人

无所畏惧地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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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生命仅剩 6 个月的时光？我们中有多少人，正在做着他人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情？
这样的情景一直在发生。
保持前进、战胜恐惧的关键之一，就是忘掉自己的情绪。忘掉不想做某件事情的

感觉，不管是什么事。忘掉自己烦得要死的感觉。我们常常带着糟糕的情绪开始一
天——感觉自己不想做某件事，感觉自己正在原地踏步，感觉没法继续前进——
结果这天恰恰是你最幸运的一天。你必须敞开自己，接受任何可能的情况。专注当下，
忽视你的感受，让自己坦然面对任何意外事件，无论大小。
我为自己的成就自豪，但我的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年前，我是全世界第二例

膈肌起搏器植入病例。它类似心脏起搏器，可以刺激膈肌形成正常呼吸，代替呼吸机。
我感觉它很安全，它能正常工作的希望也很大。但事与愿违。它失效了。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我的身体仍然会发生感染，以及各种各样的排斥反应，

当时植入的位置仍然没有闭合。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在依赖这台呼吸机，为什么我再
也没法游泳，以及为什么我的恢复程度一直没有超过最初阶段的原因。但我仍然要

里夫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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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件事告诉各位，因为无所畏惧的面对生活，意味着你的选择并不必然带来成功，
而知道这一点十分重要。保持积极、避免愤愤不平和自暴自弃的方法，是明白你的遭
遇也许可以让别人受益。例如，虽然我的膈肌起搏器失效了，但这迫使医生改进手术
过程，帮助我之后的患者摆脱呼吸机。

1996 年，我以首批试验者的身份，参与了所谓的 “跑步机行走疗法 ”，我被吊在
跑步机上，好像在健身房里一样。这项治疗发挥了作用，因为脊髓潜力巨大，拥有记
忆能力，因此腰部的中枢模式发生器能够回忆起走路的方法。走路用不了多少脑力。
60 天的跑步机疗法之后，许多下肢瘫痪患者开始迈步走路。目前，仅在美国就有超过 
500 人用这种方法摆脱了轮椅。
然而，某天我被放到跑步机上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因是医生想要拍一个视频，

展示它的使用方法。他们将跑步机的速度调到了每小时 3.5 英里。我爬了上去，走了
漂亮的几步。视频也拍得不错。一切都很完美，我也很乐意当一次演员。然后我就把
腿摔断了。我的股骨，也就是大腿里的那根骨头，正好从中间断成了两截。现在我身
上还有一块 12 英寸的金属板，被 15 条螺丝固定着。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我患有
骨质疏松，我的骨密度没有强到适应跑步机的节奏。因此，我暂时跟跑步机告别了。
但对其他人而言，这意味着一份新的规定，一份新的标准。他们现在知道，在把人放
上跑步机之前，应该先检查一下他的骨密度，保证他没有骨质疏松。这起事故有了一
些积极的结果。
你可能想问，为什么我要这么早地参加实验

呢？我一直在帮神经科学家战胜恐惧，帮他们把
想法拿到实验室之外。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
以在生物学上出一份力，我也要在康复医学上尽
我所能。
生命中总会有这样的时候，让你能够非常简

单地放下恐惧。当从手术中活下来以后，我马上
就发现，自己失去了圆滑处事的能力。我的社交
技巧直线下降。我意识到，社交技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些骗人的小把戏而已。
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问，我会直白地讲出真相，因为说真的，我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做到无所畏惧的方法很多。我强烈推荐你这么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想要无所畏

惧，关键在于 “无论怎样 ”。牢牢记住这点。只要让思想和精神自由飞扬，我们会被
自己的能力震惊。我们的潜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相信这一点，然后前进吧。
忘掉那些喧闹，忘掉脑中的噪音——“我不行，我还不够好，我不要这么做，我病了，
我不想做。”它们不过是收音机里的静电干扰。清空电台干扰，找到最好的收听频率，
你会为你的能力震惊。

本文改编自里夫先生  2004 年春在纽
约 “无所畏惧地面对生活 ”会议上的
闭幕演讲。会议由欧米伽研究院主办。 
www.eomega.org

受伤的经历给了我残酷的教
训。..在那之前，作为演员
的我过着坚强、自足而有纪
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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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医学联盟

循证医学已越来越广泛地用于脊髓损伤患者的医疗服务。1995 年，22 所医疗
专业机构和消费者组织（包括里夫基金会）共同将循证医学作为它们的目标。

脊髓医学联盟受美国残疾老兵协会资助和管理，旨在提供医学实践方面的指导准则：
这些准则以现有的医学文献和研究结果为依据，为医疗机构提供建议，相关文献和研
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已获方法论专家的评级。
结合这项研究与专家和消费者提供的信息，联盟顾问指导委员会更新旧有版本，

开发新的指导准则，推进研究议程以鼓励科学严谨性和过程评价。
联盟为医学专业人提供的临床实践指导准则，以及相伴的消费者指南，帮助瘫痪

患者将这类信息用于日常生活。这些易于理解的出版物围绕从压迫性溃疡、肠道护理
到伤后一年预期结果的各类临床话题，提供指导并解决相关问题。
该机构提供各临床实践准则和消费者指南的印刷和电子版本。同时提供部分消费

者指南的西班牙语版本。
面向专业医疗人士的临床实践指南
	• 成人脊髓损伤患者的性与生殖健康
	• 成人脊髓损伤患者的早期急性管理
	• 成人脊髓损伤患者的排尿管理
	• 脊髓损伤后的上肢功能保存
	• 脊髓损伤后的呼吸系统管理
	• 脊髓损伤中的血栓栓塞
	• 自主反射异常的急性管理
	• 脊髓损伤后的压迫性溃疡预防及治疗
	• 创伤性脊髓损伤后的转归
	• 脊髓损伤后的抑郁
	• 成人脊髓损伤患者的神经性肠道管理

消费者指南
	• 应知应会：脊髓损伤后的排尿管理
	• 应知应会：脊髓损伤后的呼吸系统管理
	• 应知应会：脊髓损伤后的上肢功能保存
	• 应知应会：自主反射异常
	• 应知应会：压迫性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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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

药物和治疗由实验室试验发展而来，或者如研究界所言，由实验室试验 “转化 ”而
来。临床研究通常经由一系列试验展开，一开始试验对象并不多，随着对安全性、

疗效和剂量的掌握越来越成熟，试验对象的人数也会逐渐增多。
由于全面临床试验既费钱又费时，因此，研究实验室推出的治疗方法通常只有最有

希望的那些才能入选转化过程。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的一个专家组指出，未来
治疗瘫痪的试验应当基于由其它实验室独立复制的相关动物模型，风险要低，疗效要
显著。关于什么样的最低临床改进水平能够保证什么样的风险和期望水平，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
一旦实验室和动物试验显示出希望，则启动一期临床试验，用于测试某种疾病或

病情的治疗方法的安全性。
二期临床试验通常涉及分布在几个不同中心的更多对象，用于在更大规模上测试

安全性和疗效，比如：测试药物的不同剂量，或者完善外科手术的技术。
三期临床试验涉及许多个中心，有时涉及数百名对象。试验通常涉及两个病人组，

比较不同的治疗方法，或者，如果只测试一种治疗方法，则得不到测试治疗的患者代
之以得到安慰剂。
许多三期试验采用双盲（对象及其治疗医师都不知道对象得到的是哪一种治疗）

和随机（患者或研究员无法通过对象以何种方式被归入哪一个治疗小组预测其得到
哪一种治疗）的形式。三期试验获得成功就能得到 FDA 批准，可以用于临床治疗。

	• 应知应会：预期结果
	• 应知应会：抑郁
	• 应知应会：神经性肠道管理

西班牙语版消费者指南
	• 应知应会：压迫性溃疡
	• 应知应会：神经性肠道管理
	• 应知应会：自主反射异常

开发中的指导准则
	• 营养、代谢异常及肥胖
	• 心理调节和应对方法

相关准则可在  www.PVA.org 下载；请点击 “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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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批后也有可能需要执行四期试验，用于发现前一期没有发现的可能罕见的不良副
作用。
知情同意：政府对保护临床试验的参与者有严格的保护措施。在美国，每一个临床

试验必须由一个伦理审查委员会 (IRB) 批准和监视，伦理审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委员
会，组成人员有医师、统计师、社区支持者和其他对风险进行评估并确保试验合乎道德、
试验参与者的权利得到保护的人员。IRB 确保参与者在最大程度上获知情况。
知情同意是一个强调参与者先了解临床试验的重要事实再决定是否参加的过程。这

些事实包括为什么要进行临床研究，研究者是谁，研究者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结果，试
验期间要做些什么以及时间要多久，预计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和疗效，以及可能会有什
么样的副作用等。只要你还在参加临床研究，知情同意的要求一直有效。在参加临床
试验之前，参与者必须符合研究的资格要求，比如：年龄、疾病种类、病史和当前病
情。参与者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试验。关于美国正在进行的所有临床试验的信息，见
http://clinicaltrials.gov（按病情或诊断搜索）。在参加 FDA 管辖范围以外的试验或者
寻求未经证实的治疗或实验性治疗之前，请务必谨慎考虑。合法的临床试验从不向参
加的患者收取费用。还可参见 www.closerlookatstemcel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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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TN：临床试验网络

脊髓损伤研究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有几种很有希望的治疗方法正在进行
临床试验，或者已计划进行临床试验。这个转化研究阶段，即，由实验室

科学转向临床应用的阶段，需要新的基础设施，用于管理转化过程、临床前数据
的协调，管理临床评估、治疗和结果衡量，以及在某个时点，管理商业化和补偿。
为了帮助挑选有希望的治疗方法并将它们从实验室转向临床应用，克里斯托弗与

丹娜 ·里夫基金会成立了北美临床试验网络，由十个临床研究中心加上多个数据管理
与药理学中心组成。

NACTN 创建于 2004 年，是一个由大学医院神经外科
团队和神经康复团队组成的联盟。NACTN 的首席研究员、
神经外科医生 Robert G. Grossman （休斯顿美以美医院）
解释称，鉴于脊髓损伤的复杂性以及开展试验的高昂费用，
“ 如果没有合作，没有协作，不建立联盟，就不可能有进步。
如果单干，解决脊髓损伤问题难度太大，费用太贵，并且
没有因计划不周或缺乏前沿脊髓专业知识而导致失败的余地。”

该网络目前正在评估药物利鲁唑，这是一种应在受伤后尽早服用的神经保护药物。
NACTN 成功完成了一期安全性和药物动力学试验，为准备研究用药剂量和时机及疗
效的二 -三期试验做好了数据分析。
进行各种试验不是 NACTN 唯一关心的事情。该组织创建了一个重要的数据库，

用于量化人类脊髓损伤的自然史，为此，建立起一个多中心
的登记表，能够记录所有脊髓损伤病例，包含年龄、性别、
损伤性质和损伤机理等信息。这使 NACTN 有了一个统计基
准，可以用来比较任何潜在的治疗。这个登记表更加仔细地
对脊髓损伤病例进行分层处理，这样做对结果预测有帮助。
迄今，登记表中已有 500 多个详细的病例。NACTN 正在与
一个欧洲的登记表通过数据共享协议寻求解决几个研究问
题。NACTN 还在研究衡量功能恢复的更好的方法。开发了
一种名为 GRASSP （力量感知和抓握分级重新定义评估）的
装置，用于在颈椎脊髓损伤恢复期间任何时点（急性、亚急性、

慢性）收集信息。当前的措施对于获取手和上肢细微变化的信息而言不够敏感。这
种更加敏感的措施使研究者得以更好地了解新治疗方法的效果。
www.christopherreeve.org/nactn

Robert Grossman 医生

如 果 没 有 合 作，
没有协作，不建立
联盟，就不可能有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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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康复网络

神经康复网络 (NRN) 是一个由多个创新型康复中心组成的合作性组织，其宗旨
是为促进瘫痪人员的功能恢复、改善他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而开发和部署治

疗方法。
NRN 治疗的基础是行走练习 (LT)，将瘫痪病人的身体用索套挂在跑步机

上方，经过特殊训练的治疗师移动病人的腿模仿行走。随着病人重新获得功能，
坐、立、伸展、抓握或行走等功能改进都会发生。最近，研究者对神经塑性
（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之间发展新联系以及 “学习 ”新功能的能力）以及脊髓在
控制行走和站立方面的作用的科学理解取得了进步，从而催生出行走练习这一
治疗方法。行走练习通过反复刺激下半身的肌肉和神经，“唤醒 ”休眠的神经
通路，使下半身可能看似与大脑输入断开连接的病人重新获得活动能力，从而
实现康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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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LeGrand 2010 年在为罗格斯大学打橄榄球时受伤，现在正在接受行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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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N 的参与者成为全网数据库的一份子，这个数据库收集与每一位病人取得
的进展相关的全面的医疗信息。尽管收集到的跑步机运动数据大多数来自颈椎和
胸椎不完全损伤的患者，但该计划现在对完全损伤的病人开放。

NRN 的中心报告称，所有参与者都因治疗体验到有益的变化。在加入计划
时不能行走的有效数量的患者现在已经能够行走。有些人的躯干控制、忍耐力、
行走速度和平衡发生显著改善，这意味着他们进行日常起居活动的能力增强，
对照料者的依赖降低；心血管、肺和膀胱功能明显改善，骨密度增加。总体而言，
NRN 参与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水平总体上升。
在训练期间，每一次练习持续大约一个半小时。开始时，病人一周练习 5 天。

随着他们在恢复阶段取得进展，每周的练习天数相应减少。平均每名 NRN 参与者得
到三至四个月的治疗，大约 60 次练习。每名患者每 20 次练习接受一次再评估。

“人类的脊髓环路能够对任务特有的感觉线索作出响应，从而导致行走功能的
恢复，我们的结果支持这样的想法，”哲学博士 Susan J. Harkema 如此说。她是 

NRN 的主管、路易斯维尔大学神经外科与康复教授以及肯塔基大学脊髓研究中心的
研究主任。她还说： “NRN 的存在和行走训练规程的标准化对于确定这些研究及未来
研究的结果非常重要。通过在所有 NRN 中心把规程标准化，我们更有能力了解慢性
脊髓损伤人群的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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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 NRN 中心：
	• 科罗拉多州恩格尔伍德市克雷格医院
	•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弗雷泽康复研究所
	• 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康复和研究协会
	• 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市凯斯乐康复研究所
	•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麦基康复医院
	•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牧者中心
	•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
	• 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多伦多康复研究所

NRN 社区健康中心：
还有几个 NRN 社区康乐设施，为由于各种原因（不止脊髓损伤）导致行走困难
的病人提供服务；这些健康设施提供基于活动的练习计划，专为身体残疾人员
设计。社区中心的运营更像健身设施。
	•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勇气中心
	•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弗雷泽康复社区康乐中心
	• 伊利诺斯州柳泉市下一步芝加哥社区健康中心
	• 加利福尼亚州朗代尔市迈出下一步健康中心
	• 犹他州南乔丹市神经康复中心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或申请参加 NRN 研究或计划，请浏览网站：
http://www.christopherreeve.org/nrn

NRN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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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ne Kouri 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不间断的日常训练。不过，Kouri 不止在训练。
他还在康复。之前：完全瘫痪。现在：在步行器的帮助下行走。Kouri 和他的家人

在洛杉矶附近创建了迈出下一步健康中心，他就是在这里一步步恢复了行走。这个健
身房是里夫基金会神经康复网络 (NRN) 中一处基于社区的设施，它的计划建立在活动
基础之上，旨在最大限度地恢复瘫痪人员的健康和功能。

Kouri 生于瑞典，在纽约长大，2006 年在太平洋跳水时撞上沙洲，导致脖子折断。
他和他当时的未婚妻 Susan Moffat 访遍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并到其它地方求医问药。
人们根本就不相信他能康复。Kouri 说：“我
想要一个积极、渐进的康复场所，而不是一个
你只能学习如何在轮椅中度过余生的地方。”

他们听说了路易斯维尔市的弗雷泽康复中心，
这是 NRN 中一个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心，就行
走训练而言，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弗雷泽
的康复研究负责人 Susan Harkema 哲学博士
敦促 Kouri 前往康复中心。“她是唯一给予我们
希望的人，”他说。“她说 '我们会帮助他，把
他放到跑步机上。‘”

“经过大约四个月，每周训练 5 天，我开始
能够扭动我的大脚趾，”他说。“不过，更加直
接的效果是肌肉紧张度、心血管健康和血压得
到改善。”心理方面也有改善：“简言之，能够
再一次站立起来并 ‘行走 ’感觉真是太棒了。”

到 Kouri 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 他的手臂已重获活动能力，能够操作轮椅，但他想
要继续积极治疗。他和 Susan 很快发现西海岸没有行走训练场所。如果他想进行行走
训练，那么，他们必须建造训练设施。在 Harkema 和 NRN 的鼓励下，Kouri 创建了
迈出下一步康复中心，不以营利为目的，这是第一个没有学术或医疗背景的 NRN 设施。
“我们想把终生健康的理念带给许多社区，”Kouri 说。“人们不应当为了得到需要的练
习而不得已举家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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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ne Kouri

基于社区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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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神经康复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由里夫基金会部分出资：Rob Summers 是一位渴望
成为职业联赛棒球投手的年轻人，在一次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中，他的脊髓受到

损伤。这是完全的 C7-T1 脊髓损伤，胸部中部以下的肌肉无法控制。2011 年，也就
是在他脊髓受损 5 年以后，他的腰椎脊髓通过外科手术被装上硬膜外刺激器；当刺激
器打开时，Summers 能够从他坐的椅子上站立起来，承担起自己的全部体重，无需
别人帮扶独自站立。这不同于直接刺激肌肉的功能性电刺激 (FES)。硬膜外刺激不直
接影响他的腿部肌肉；它激活不受大脑控制的脊髓环路；他之所以能够活动他的下肢
是因为刺激使得脊髓对感觉线索变得更加敏感。腰椎脊髓自身被认为 “有智能 ”。
在经过 7 个月行走训练以后（在路易斯维尔大学，在 Susan Harkema 博士的指

导下），Summers 还能自主地活动他的脚趾、脚踝、膝盖和大腿。研究团队对此感
到吃惊，推测这样的功能恢复可能是由于硬膜外刺激唤醒了残留但虚弱的脊髓神经。
Summers 在膀胱控制、性功能和体温调节方面也有功能恢复。
自首次试验以来，其他几名完全受损的对象接受了硬膜外刺激；科研人员报告了

类似的结果：当腰椎脊髓受到刺激时，他们都恢复了功能。
这为什么很酷：它表明在脊髓完全受损之

后恢复活动能力是可能的，在大脑和身体之间
不一定非要重新产生连接或者替换受损的神
经连接。一种新的策略可能会出现，它建立在
活动的基础之上，利用身体重组脊髓神经环路
的强大能力。科研人员推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想像一下接受这种建立在训练基础之上的康
复方法，然后再加上某种有待出现的生物治疗
或再生性治疗，这可以导致有效的功能恢复。

哲 学 博 士 Susan Harkema、Rob 
Summers 和 哲 学 博 士 Reggie 
Edgerton。Summers 能够自行站立，
得益于 Harkema 和 Edgerton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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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

1998 年，科学家从早期人类胚胎中分离出多能干细胞，并在培养液中培养它们。在
自该发现以来为数不多的几年中，有证据表明，这些干细胞能够发展成为人体 350 

种已知特化细胞中的几乎任何一种；这催生出干细胞能够修复或替换被疾病和损伤破
坏或摧毁的细胞或组织的想法。
人们对干细胞治疗存在巨大的期望；现在说干细胞将如何或者何时被公认为疾病

或创伤的标准疗法为时尚早，不过，研究和一些临床试验已初露曙光。以下是关于干
细胞技术的简要介绍。
干细胞：来自胚胎、胎儿或成人的一个细胞，在某种条件下，能够长时间复制自己，

如果是成人干细胞，则能够在生物体的整个寿命期间复制自己。一个干细胞可以产生
出组成人体组织和器官的各种特化细胞。
多能干细胞：来自胚胎胚层的一个细胞，能够生长和自我复制，人体的所有细胞

都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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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多能干细胞 (iPSCs)：直到最近，人类胚胎或特定种类的胎儿组织是人类多
能干细胞的唯一已知来源；2006 年，一些日本科学家发现了对皮肤细胞进行基因重
组，让它们变得非常接近于胚胎干细胞的方法。由于这些细胞是供者特有的，如果把
它们用于治疗，相容性会提高，这就形成了个体化治疗的基础。不过，与胚胎干细胞
的情况一样，研究者尚未完全了解人工多能干细胞是如何与它们的细胞谱系相锁定的。
研究发展得很快：人工多能干细胞在包括脊髓损伤在内的诸多疾病模型中接受实验性
测试；人工多能干细胞还被广泛用作在培养皿中模拟疾病状态的工具，为筛选治疗剂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
胚胎干细胞：取自在受精诊所的试管中受精的卵发展形成的胚胎，然后在供者知情

同意的条件下捐赠用于研究。当前遇到的难题：引导胚胎干细胞分化成各种特化细胞群；
找到一旦置入人体以后控制它们增殖的方法。如果不受控制，这些细胞会形成畸胎瘤，
这是癌症的一种良性形式。
分化：一个非特化细胞（诸如干细胞）特化成组成人体的众多细胞之一的过程。

在分化期间，某些基因被激活，而其它一些未被激活，其方式纷繁复杂。
成人干细胞：在分化的（特化的）组织中的一个未分化的（未特化的）细胞能够

自我更新，为维护和修复其所在的组织而发生特化。成人干细胞能够在生物体整个寿
命期间复制与它们自己一模一样的副本。这些细胞在大脑、骨髓、周边血液、血管、
骨骼肌、皮肤、牙齿、心脏、肠子、肝脏、卵巢上皮细胞、脂肪和睾丸中都有发现。
祖细胞或前体细胞：这种细胞可以在胎儿或成人组织中找到，它们部分特化。当一

个祖细胞 /前体细胞分裂时，能形成相似的细胞或者形成两个特化的细胞，它们不能
再复制自己。
体细胞核移植（又称治疗性克隆）：这个过程涉及从一个未受精的卵细胞中去除细

胞核，换之以来自 “体细胞 ”（如：皮肤、心脏或神经细胞）的细胞核物质，然后刺激
这个细胞开始分裂。干细胞可以在五到六天后提取。

来源：NIH：http://stemcells.nih.gov/info/basics；还可查阅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网站，
www.issc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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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警示

保持希望。但也请保持谨慎：关于干细胞，的确有很多希望。从报纸的标题到互联
网上的感言，它们的确不禁让人误以为治愈方法就在眼前。然而，干细胞还是一个

非常新的领域。人们对干细胞的作用原理知道得还不够多；从研究转到临床需要的时间
很长，过程也很复杂。使前景蒙上阴影的是对干细胞的过高期望，造成期望过高的原因
是互联网上的大量杂音。在美国以外，在主流医疗渠道以外，有许多诊所提供未经证实
的干细胞治疗，收取巨额费用。这些诊所，没有哪一家能够拿出可信的科学证据证明其
关于康复的说法。有些患者似乎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受这些非常主动的患者的影
响，干细胞旅游成了一笔大生意，尽管知名科学家和无数报告一再警告干细胞诈骗的猖
獗。在你或你认识的人考虑接受这种治疗时，争当一名负责任的消费者；花点精力了解一
下各种各样的风险。提出各种问题。请访问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的 “细看干细胞 ”网站，
www.closerlookatstemcells.org/

可以询问干细胞诊所的一些基本问题：
	• 治疗方法是否经 FDA 批准，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 这会影响我参加另一个临床试验的资格吗？
	• 我可以预期什么样的疗效？
	• 疗效如何衡量，要等多长时间？
	• 我还有可能需要其它什么药物治疗或特别护理？
	• 干细胞治疗程序如何执行？
	• 干细胞的来源是什么？
	• 干细胞是如何认定、分离和培养的？
	• 细胞是在治疗前分化成特化细胞的吗？
	• 我怎么知道细胞是否被送到我身体中正确的部分？
	• 如果细胞不是我自己的，如何防止我的免疫系统对移植的细胞做出反应？
	• 细胞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有科学证据能证明这种治疗程序对我的疾病或病情有作
用吗？证据发表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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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性肌萎缩症
脊髓性肌萎缩症 (SMA) 是指一组遗传的神经肌肉疾病，它们影响神
经细胞（运动神经元）和随意肌的控制。SMA 是导致婴儿和学步儿
童死亡的排名第一的遗传原因，它使脑底的下部运动神经元与脊髓
断开连接，阻止它们为正常的肌肉活动传递必要的信号。
随意肌，比如控制膀胱和肠道功能的那些肌肉，不受 SMA 

的影响。听力和视力不受影响，智力正常或高于平均水平。
SMA 自童年始的三种主要形态现在通常被称为 1 型、2 型和 

3 型。所有这三种还被称为常染色体隐性 SMA，只有当父母双方都
把有缺陷的基因遗传给子女时他们才会得上这种遗传病。
每一种形式的 SMA 都会影响身躯和四肢的骨骼肌。总体而言，

靠近身体中心的那些肌肉比远离中心的那些受到的影响更大。1 型 
SMA 是最严重的一种形态，主要影响控制口部和咽喉肌肉的神经元，
因而更多涉及咀嚼和吞咽问题。在此疾病的所有形态中，呼吸肌都
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在 1 型 SMA 中，疾病的开始通常在儿童生命
的头六个月中被发现。患有 1 型 SMA 的儿童不能在没有扶持的条
件下独自保持坐姿，死亡通常发生在两岁前。

2 型 SMA 是该病的一种中间形态。发病在七至八个月期间。
患有 2 型 SMA 的儿童通常能够学习独自保持坐姿，但是在没有帮
扶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学习站立或行走。患有此病的儿童能否存活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呼吸和吞咽困难的程度。

3 型 SMA 是该病的较轻形态。发病在出生 18 个月以后，更常
见的是在 5 岁至 15 岁之间。吞咽和咀嚼肌肉无力的情况非常少见，
呼吸受到的影响一般不会像前两种形态那么严重。这些儿童可以活
到成年。如果发生呼吸并发症，则他们的生命会受到最严重的威胁。
目前，尚无已知的治疗方法能够停止或逆转 SMA。理疗和矫形

外科器械能够帮助患者保持行走功能。背带或外科手术可以帮助抵
消脊柱侧弯或弯曲。
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为寻找 SMA 的发病原因开展了合作，他们

发现，在大多数病例中，病因是缺乏一种被称为 SMN （运动神经元
存活基因）的蛋白质。当 SMN1 基因的两个副本（每个 5 号染色体
上一个）都发生变异，缺陷就发生了。科学家们希望确定这些基因
的特性，研究基因功能和病程，并找到预防、治疗和最终治愈这些
疾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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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脊髓性肌萎缩症基金会、肌肉萎缩症协会、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
究院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脊髓性肌萎缩症基金会希望加速开发 SMA 的治疗或治
愈方法。免费电话 1-877-FUND-SMA； 
www.smafoundation.org 

脊髓性肌萎缩症之家 (FSMA) 为促进脊髓性肌萎缩症的
成因与治疗的研究筹集资金；为受 SMA 影响的家庭
提供支持。免费电话 1-800-886-1762； www.fsma.org

肌肉萎缩症协会 (MDA) 为一组破坏肌肉的遗传性疾病包
括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研究提供服务和支持。免费
电 话 1-800-572-1717； www.mda.org， 在 “ 疾 病 ”
标题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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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肿瘤
大脑和脊髓肿瘤的特点是组织在颅骨或骨质的脊柱内异常生长。如
果异常生长的细胞类似于正常细胞，生长缓慢并且局限于一个地方，
那么肿瘤被归为良性（非癌性）。如果细胞与正常细胞不同，生长
迅速并且能够轻易扩散到其它地方，则肿瘤为恶性（癌性）。
由于中枢神经系统 (CNS) 位于坚硬的骨质空间（颅骨和脊柱），

任何异常生长都能对敏感的神经组织产生压力，从而影响其功能。
尽管身体其它部位的恶性细胞能够轻易在大脑和脊髓中植入肿瘤，
但是，恶性的 CNS 肿瘤很少能扩散到身体的其它部位。
大多数脊髓癌是转移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产生于各种各样的

原发性癌。它们包括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头颈癌、妇科癌、
胃肠癌、甲状腺癌、黑素瘤癌和肾细胞癌。
如果新的肿瘤在大脑或脊髓中始发，则它们被称为原发性肿瘤。

原发性 CNS 肿瘤很少生长于神经元，即，执行神经系统重要功能
的神经细胞，因为神经元一旦成熟，它们不再分裂和繁殖。相反，
大多数肿瘤是由围绕和支持神经元的细胞失控生长而导致的。原发
性 CNS 肿瘤，比如：神经胶质瘤和脑膜瘤，按组成它们的细胞的
种类、位置或两者进行命名。
大多数原发性脑瘤和脊髓肿瘤的成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科学

家们并不确切了解为什么神经系统或身体其它部位的细胞失去它们
的正常特性并不受控制地生长。置于研究的一些可能的原因包括病
毒、缺陷基因和化学物质。脑瘤和脊髓肿瘤没有传染性，目前也无
法预防。
脊髓肿瘤要比脑瘤少见。每年大约有 10,000 名美国人患上原发

性或转移性脊髓肿瘤。尽管各种年龄的人都会患上脊髓肿瘤，但它
们最常见于年轻和中年的成年人。
每年大约有 40,000 名美国人患上脑瘤。这些肿瘤大约有一半是

原发性的，其余的是转移性的。
脑廇和脊髓肿瘤会导致许多不同的症状，通常随着时间缓慢发

展并不断恶化。脑瘤较常见的一些症状包括头疼；痉挛（脑细胞
电正常流动的中断可以导致抽搐、意识丧失或小便失禁）；恶心和
呕吐；视力或听力问题。颅内压的升高还可以使眼中的血流减少，
导致视神经肿胀，从而引起视觉模糊、复视或部分失明。CNS 肿
瘤的其它症状可以包括：行为和认知症状、运动或平衡问题、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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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变化（如麻木）和皮肤对温度的感
知下降。
诊断：特殊影像技术，尤其是计算

机断层扫描 (CT) 和磁共振成像 (MRI)，
大大改善了 CNS 肿瘤的诊断。在许多情
况下，这些扫描能够发现直径不到半英
寸的肿瘤。
治疗：三种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是外

科手术、放疗和化疗。当肿瘤压迫脊
髓或其周围结构时，可以使用类固醇
减少肿胀并保持神经功能，直到肿瘤
被去除。
只要没有造成神经损伤的风险，通

过外科手术尽最大程度去除肿瘤常常是
治疗可触及肿瘤的第一步。可喜的是，
神经外科学取得的进步使医生现在能够
触及以及被认为无法触及的肿瘤。

医生们用放疗和 /或化疗治疗大多数恶性、无法触及或无法动
手术的 CNS 肿瘤。放疗用致死的能量束轰击肿瘤细胞。化疗使用
肿瘤杀伤药物，可以口服，也可以血液注射。由于一种抗癌药物并
非对所有肿瘤都有杀伤效果，所以医生常常在化疗中使用一组药物。
放疗的整体效果并不总是好的。放射可以损坏脊髓的髓鞘质，

从而导致瘫痪。研究者们正在寻找改善放射靶向或者增强其有效性
的方法，也许通过使肿瘤组织变得更易受攻击的办法。研究者们正
在研究短距放射疗法（直接植入肿瘤的放射小药丸）作为实施放疗
的首选办法，这种疗法不会波及周围的正常组织。
肿瘤中的有些细胞抗辐射能力非常强。科学家们使用一种基因

疗法，希望通过插入一种 “自杀 ”基因杀灭这些细胞，这种 “自杀 ”
基因能够使肿瘤细胞对某些药物变得敏感，或者通过编程使癌细胞
自毁。
阻止血管的形成（血管生成）是一种很有希望的治疗各种癌症

的手段。在所有癌症中，脑瘤的血管生成现象最严重，阻断它们的
血液供应有可能被证实特别有效。

瘤块压缩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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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玛刀是一种更新的工具，它提供一束精确聚焦的放射能量束，
对靶的施放单剂量射线。伽玛刀不需要手术切口；医生们发现利用
它可以触及并治疗通过外科手术无法触及的一些小肿瘤。
虽然大多数原发性脊髓肿瘤不威胁生命，但它们能引发严重

残疾。康复目标包括活动功能改善、生活自理和疼痛管理。

来源

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美国脑瘤协会、国家癌症研究所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脑瘤协会 (ABTA) 支持医学研究，并向肿瘤患者及
其家庭提供信息和支持。773-577-8750，免费电话 
1-800-886-2282；www.abta.org

国家脑瘤学会为寻找脑瘤和脊髓肿瘤的治疗方法和改
进临床治疗的研究提供资金。它提供信息以及获取
生活质量和社会心理学支持的渠道。617-924-9997； 
www.tbts.org 

穆塞拉脑瘤研究基金会致力于提高脑瘤患者的生活质
量，延长他们的存活时间。基金会提供关于各种临
床试验、治疗结果的信息。516-295-4740，免费电话 
1-888-295-4740； www.virtualtrials.com

奋勇前进基金会为患有脑瘤或脊髓肿瘤的儿童提供
服务，为相关的研究提供资金。914-238-8384； 
http://makingheadway.org

国家癌症研究所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卫生与公共服
务部的组成部分，年度研究预算大约 50 亿美元，是
美国境内与各种癌症抗争的领先机构。包含与脑癌
和脊髓癌有关的资源和信息；http://cancer.gov

脊髓肿瘤协会为肿瘤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
www.spinalcordtum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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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
当大脑的血液供应突然受阻或者大脑中的血管爆裂，中风就发生了。
得不到氧，大脑中受影响区域的神经细胞就不能发挥作用，会在几
分钟内死去。心脏缺血的病人被称为心脏病发作；类似地，大脑缺
血或者大脑突然出血的病人可以被称为 “脑病发作 ”。
尽管中风是一种大脑疾病，但它能影响整个身体，包括认知和

记忆障碍、语言障碍、情绪困扰、日常生活问题和疼痛。瘫痪是中
风的常见结果，经常在身体一侧（半身不遂）。瘫痪有可能只影响
到脸、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也有可能影响到身体的整个一侧和脸。
大脑左半脑发生中风的病人会显示右侧瘫痪或局部麻痹。同样，

右半脑发生中风的病人会显示左侧不遂。
中风主要有两种类型。缺血性中风的成因是血管向大脑供血受

阻（血栓）；缺血性中风在所有病例中占 87%。脑溢血中风的成因
是血管变弱并破裂，血液流入周围的大脑。
中风是美国人的第四大死亡原因，是严重长期残疾的首要原因。

目前，存活的中风患者大约有 4,500,000 人。
风险因素：中风最重要的风险是高血压、心脏病和吸烟。其它

包括嗜酒、血胆固醇水平高、吸毒和遗传或先天条件，特别是血管
畸形。红血球数量升高是中风的另一个风险因素，红血球过多会使
血液粘稠，更易形成血栓。80% 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
症状：中风的症状包括突然麻木或无力，尤其是身体一侧；

说话或理解语言出现困难；一只眼或双眼出现视力障碍；突然行走
困难；眩晕、失衡或失调；无故严重头痛。
治疗：缺血性中风通过清除阻碍和恢复大脑供血进行治疗。对

于脑溢血中风，医生会想办法防止动脉瘤和动静脉畸形破裂和出血。
当大脑血流中断时，有些脑细胞立即死亡，另一些则处于危险

当中。早期介入可以挽救损伤的细胞，做法是在中风发病后前三个
小时内，服用名为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的血栓溶解药物。不幸的是，
只有 3-5% 的中风患者能够及时赶到医院接受治疗。
对中风的正确处理是紧急行动，从症状初露端倪到联系急诊室，

每浪费一分钟，介入的机会窗口就会少一分钟。同时，研究人员还
在开发其它神经保护药物，防止初始发作后的那一波损害。
早期恢复：大脑常常会弥补中风引起的损害。一些没有死亡的

脑细胞可能会继续发挥功能。有时，大脑的一个区域会接管被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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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的区域。中风患
者有时会发生无法解
释的不可思议和意料
之外的恢复。
总体的康复态势

显 示，10% 的 中 风
患者几乎完全康复；
25% 恢复但有轻微障
碍；40% 有中度到严
重障碍，需要特殊照
顾；10% 需要在护理
院或其它长期护理设
施接受护理；15% 在
中风后不久去世。
康复：这不是说

要逆转中风导致的后
果，而是要重获力量、
能力和信心，只有这
样，患者才能战胜中
风造成的影响，继续
日常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进食、梳理、洗澡和穿衣等生活自理技能；
移动、行走或推动轮椅等机动技能；沟通技能；记忆或解决问题等
认知技能；与其他人互动的社交技能。
康复在医院里就应开始，越早越好。对于病情稳定的患者，

康复可以在中风两天后开始，根据需要，在出院后继续。康复场所
可以选择医院的康复部门、亚急性监护室、专业康复医院、居家治疗、
门诊护理或护理设施长期护理。
中风可能会对思考、意识、注意力、学习、判断和记忆造成困难。

中风患者可能会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语言困难很常见，通常是
大脑左叶受损的缘故。还有，中风患者可能会感到疼痛、麻木或说
不清的感觉，原因有很多，包括大脑感知区域受损、关节僵硬或者
肢体残疾。
许多中风患者受强直状态的影响，引发肌肉僵硬和紧张。肌肉

紧张使人无法进行日常活动，比如手持汤匙或系鞋带。药物结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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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可以放松肌肉。有些中风患者可以接受鞘内注射巴氯芬，这种治
疗方法在患者腹壁上植入一个泵，向脊髓周围的体液施放小剂量的
液体巴氯芬。这种方法可以在放松肌肉的同时避免该药经常引起的
头脑麻木的副作用。
中风还能导致情绪问题。中风患者在控制情绪方面可能会出现

困难，或者在有些情况下表现出不当的情绪。许多中风患者常见的
一个障碍是抑郁。一个抑郁的人有可能拒绝或忽视吃药，可能没有
动力进行有助于改善机动能力的练习，或者变得烦躁不安。抑郁可
以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它会使中风患者脱离社会交往，而社会交往
恰恰有助于消除抑郁。家人此时应提供帮助，设法激起患者对别人
的兴趣，或者鼓励其参加休闲活动。长期抑郁可以通过心理咨询、
集体治疗或抗抑郁药物进行治疗。
中风患者常常发现，曾经简单的居家活动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

可能完成。许多适应性用具和技术可以帮助患者安全方便地重获他
们的独立性和能力。家居通常可以做适当的调整，以便中风患者能
够管理个人需求。 关于家居调整和适应性用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80 页。
与预防和治疗中风有关的研究项目有很多。一旦中风发生，

有些脑细胞立即死亡，另一些在几小时甚至几天内仍然面临危险，
因为中风破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有些受损的细胞通过药物早期介
入可以挽救。寻找所谓的神经保护药物的努力持续了好多年，过程
既困难又恼人，因为一种又一种药物在动物研究和早期人类试验中
显示出巨大的希望，但在大规模临床研究中却被发现无效。
同时，唯一获批准的血栓爆破治疗方法 t-PA 却未被充分使用。

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施放 t-PA 的新方法和改良方法，包括动静脉 t-PA，
这种方法把 t-PA 注入颈部的一条主动脉或者甚至大脑中较小的
动脉，能够达到更加快速安全的施放效果。
以下是中风治疗的一些研究线索：

	• 从吸血蝙蝠唾液中发现的一种酶 (DSPA) 可能有助于溶解中风
患者大脑中的血栓。这种酶可能比现有的抗凝药物有效得多，
并且由于它只以血栓本身为目标，导致出血问题的可能性更小。

	• 红细胞生成素是肾脏分泌的一种激素，似乎能够在执行基因编程的
“细胞自杀 ”任务的过程中保护一些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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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种名为纤连蛋白的蛋白质可以保护大脑不受中风的严重损害。
	• 在中风后连续数周服用安非他命的试验已在进行，目的是观察
是否有助于启动大脑的自我修复程序。研究结果尚不确定，需要
进行更多研究。

	• 多年来，对于因心脏中的血栓而存在发生中风危险的患者，
医生们依赖华法令阻凝剂作为治疗药物，这种药有潜在危险的
副作用（它也被用作灭鼠药）。

	• 细胞移植在中风患者中取得了一些早期试验成功。的确，干细
胞作为中风治疗手段存在巨大希望。

	• 一家名为 ReNeuron （再造神经元）的英国公司启动了一项研
究，名称为干细胞在中风治疗中的应用的预试研究 (PISCES)，
目前正在招募患上缺血性中风后 6 个月至 5 年仍然保持中度
到严重残疾的 60 岁及以上年龄男性患者作为参与者，目的是
测试向受损的大脑注入制成的神经干细胞株的安全性。参见 
www.reneuron.com

	• 研究者报告称，移植的成人干细胞（取自骨髓）恢复了患上中
风的试验动物的功能。人类试验已经开始。

	• 人类脐带血细胞在动物模型身上有效；测试这些细胞在中风儿
童身上有效性的试验正在进行。关于临床试验的信息，请参阅
www.clinicaltrials.gov

	• 研究进步为面临中风危险或者已经患上中风的人员带来了新的
治疗方法和新的希望。例如，名为心脏结果预防评估 (HOPE) 的
研究发现，服用高血压药物雷米普利的糖尿病患者中风的发生
率下降了 33%。在已知患有冠心病的患者中，使用他汀类药物（降
胆固醇药物）可以减少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临床试验测试了一种名为 E-选择素的蛋白质（鼻喷用药）在防
止可能导致中风的血栓的形成方面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 (NINDS) 启动了急性中风领域转化

研究特别计划 (SPOTRIAS)。这是一个全国性网络，由多家中心组
成，它们执行早期临床项目、分享数据并推广治疗急性中风的新方
法。该网络目前包含 8 个中风研究中心。目标是通过快速诊断和有
效干预降低中风患者的致残率和死亡率。参见 www.spotri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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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风康复领域，有一种治疗方法名为基于活动的约束诱导疗
法 (CIT)，能够促进单肢丧失某些功能的患者的恢复。 这种疗法需
要固定患者的正常肢体，强迫其使用发生障碍的肢体。CIT 被认为
可以促进重构或重塑神经通路。

来源

美国中风协会、国家中风协会、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中风协会 (ASA)，附属于国家心脏协会，医疗、康复、
恢复、护理、预防和研究等领域全覆盖。ASA 的
特色是中风患者家庭支持网络，为中风患者家庭在
患者的任何恢复阶段提供信息和支持。免费电话 
1-888-478-7653; www.strokeassociation.org

国家中风协会 (NSA) 提供信息和支持，包括出版物。
免费电话 1-800-787-6537; www.strok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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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性脊髓炎
横贯性脊髓炎 (TM) 是一种由脊髓发炎引发的神经疾病。炎症发作
可以损伤或损坏髓鞘，髓鞘是覆盖在神经细胞纤维外面的一种脂肪
绝缘物质。这会引生疤痕，使得脊髓与身体其余部分神经之间的通
信中断。

TM 的症状包括脊髓功能丧失数小时乃至数周。开始时通常是
腰背部突发疼痛，肌肉无力，或者脚趾和脚感觉异样，然后迅速发
展成更加严重的症状，包括瘫痪。髓鞘脱失（神经纤维失去导电性）
通常发生在胸椎水平，引发腿部活动和肠道及膀胱控制问题。
有些患者 TM 康复以后没留下持久问题，有的只留下微小的持

久问题，但有些患者却留下永久性障碍，影响他们执行日常生活动
作的能力。
横贯性脊髓炎在成年人和儿童、男性和女性及所有人种中都有

发生。不存在明显的家族因素。每年新病例的发生高峰似乎集中
在 10 至 19 岁和 30 至 39 岁年龄段的人群。在美国，每年被诊断为
横贯性脊髓炎的新病例有大约 1,400 个，大约有 33,000 名美国人有 
TM 导致的残疾。
横贯性脊髓炎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破坏脊髓的炎症可能源

于病毒感染、异常的免疫反应或者流经脊髓中的血管的血流不足。
横贯性脊髓炎也有可能是梅毒、麻疹、莱姆病和一些疫苗包括水
痘和狂犬疫苗接种的并发症。感染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发水痘
和带状疱疹的病毒）、单纯性疱疹、艾巴氏病毒、流感、人体免疫
缺损病毒 (HIV)、甲型肝炎或风疹等疾病的病毒后通常会发生横贯
性脊髓炎。细菌性皮肤感染、中耳感染和细菌性肺炎也与 TM 存
在关联。
有些专家认为，感染会导致免疫系统错乱，引发自身免疫对脊

髓的间接攻击。在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保护身体不受外来生物体
的入侵，现在错误地攻击身体自身的组织，引发炎症，对脊髓髓鞘
造成损坏。
治疗：与许多脊髓失调疾病的情况一样，横贯性脊髓炎尚无有

效的治愈方法。最好的药物治疗也就是控制病情。
治疗一般在患者第一次感觉到症状时开始。医生可以在病人发

病后的前几周开出类固醇，作为减轻炎症的处方。目标是保持身
体发挥功能，希望神经系统完全或部分自然恢复。对类固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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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人可以接受血浆置换治疗（血浆除去法）。这涉及替换血浆，
从而除去可能引发炎症的抗体。
有瘫痪等急性症状的患者最常见的是在医院或康复设施在专业

医疗团队的护理下接受治疗。之后，如果患者开始恢复肢体控制，
可以开始理疗，助其提高肌肉强度、协调和开始一系列动作。
横贯性脊髓炎通常包括以下症状： (1) 腿臂无力，(2) 疼痛， (3) 知

觉变化，(4) 肠道和膀胱功能异常。大多数患者腿部会感觉到不同程
度的无力；有些人手臂也会感到无力。
在大约半数患者中，疼痛是横贯性脊髓炎的首要症状。疼痛

可能位于腰背部，也可能腿臂或躯干各处感觉呈放射状变得敏锐。
大多数横贯性脊髓炎患者述称对热、冷或触摸变得敏感；有些患者
用手指轻轻一碰就会引发剧烈疼痛（称为触摸痛）。
预后：横贯性脊髓炎通常在症状出现后 2 至 12 周开始恢复，

可以持续最多两年。但是，如果在前 3 至 6 个月内没有改善，有效
恢复就不可能出现。大约三分之一的 TM 患者会有良好或全面的
恢复。三分之一患者显示较好的恢复，留下痉挛步态、感觉失调和
尿急或尿失禁等障碍。剩下的三分之一没有恢复，只能使用轮椅，
有可能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功能也要明显依赖他人。
研究：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 (NINDS) 支持旨在弄清免疫

系统在 TM 和其它自身免疫疾病或失调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其它工
作以脱髓鞘的脊髓的修复策略为重点，包括利用细胞移植的方法。
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鼓励正在与瘫痪作斗争的患者重获新生并恢
复功能。

来源

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横贯性脊髓炎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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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横贯性脊髓炎协会 (TMA) 的特色是为 TM 业界提供新闻和
信息；提供支持和网络。614-766-1806； www.myelitis.org 

约翰 ·霍普金斯医院神经科在巴尔的摩为横贯性脊髓炎患
者设立了专门的治疗中心。该中心聚集了各种专业的医
生和医疗专家，包括神经科、泌尿科、风湿科、矫形外
科、神经放射科、康复医学和理疗及职业疗法。约翰 ·霍
普金斯横贯性脊髓炎中心，410-502-7099，免费电话 
1-800-765-5447；网上参见 www.hopkinsneuro.org/tm

科迪 ·恩舍迈出第一步基金会为战胜瘫痪、扩大横贯性脊髓
炎知晓度和倡导积极生活筹集研究资金。505-890-0086； 
www.codysfirstste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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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发状况指存在原发疾病（卒中，多发性硬化，脑损伤等）
的人可能经历的任何医疗、社会、感情、精神、家庭或社区问题。

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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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状况

自主神经反射不良

自主神经反射不良 (AD) 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生命的医疗急症，多见于 
T6 或更高节段的脊髓损伤患者。虽然较为罕见，但 T7 和 T8 损伤
患者也可发生 AD。对大多数人来说，治疗和预防 AD 是很容易的。
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基础血压以及 AD 的诱发因素和症状。
自主神经反射不良需要迅速且正确的处理。AD 可导致卒中。

由于很多健康工作者对这种情况并不十分熟悉，所以存在 AD 高
危因素的人和其周围的朋友都应该对 AD 有所了解。对于高危人群
来说，了解自己的基础血压、和健康工作者沟通、了解潜在的病因
以及如何快速处理 AD 急症是十分重要的。

AD 的体征包括高血压、剧烈头痛、面部潮红、损伤平面以
上出汗、损伤平面以下出现鸡皮疙瘩、鼻塞、恶心和缓脉（小于 
60 次 /分）。每个人的症状不尽相同，所以每个人应该清楚自己特
有的症状。
怎么做：如果怀疑自己出现 AD，首先应端坐或抬头，上半身

体与地面呈直角。情况允许的话，将双腿放低。然后，去除所有
紧缚的物品。每五分钟量一次血压。存在 T6 节段脊髓损伤的患者
收缩压多正常，在 90-110mmHg 之间。成人血压较基础水平上升 
20-40mmHg，儿童上升 15mmHg，青少年上升 15-20mmHg，均可
能为 AD 的征兆。最重要的在于，明确并去除诱发因素。首先排查
最可能的病因：膀胱，肠道，衣服过紧，皮肤问题。去除病因时应
该记住，在 AD 情况缓解之前，是存在加重的可能的。
自主神经反射不良由损伤平面以下的刺激因素导致，常与膀

胱（膀胱壁刺激、尿路感染、导尿管阻塞或尿袋过度充盈）或肠
道（肠道膨胀或激惹，便秘或粪便嵌顿，痔疮或肛门感染）相关。
其他病因包括皮肤感染或刺激，割伤，挫伤，擦伤或褥疮，嵌趾甲，
烧伤（包括晒伤和热水烫伤）以及紧身衣或束身衣。

AD 也可由性行为、痛经、分娩、卵巢囊肿、腹部疾病（胃溃疡、
结肠炎、腹膜炎）或骨折等诱发。

AD 发作后会怎样？自主神经系统指人体不用有意控制的系统，
如心跳、呼吸和消化等，自主神经反射不良即自主神经系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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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激活。损伤平面以下的有害刺激（如果感觉系统没问题，患者可
以感觉到疼痛）发送神经冲动到脊髓，冲动上行传导至损伤节段而
被阻断。这些神经冲动不能到达大脑，因而身体不会对刺激作出正
常的反应。可提高自主神经系统的交感部分活动性的反射被激活。
因而血管收缩，导致血压上升。心脏和血管上的神经受体感受到血
压的升高，会发送信号至大脑。大脑发送信号至心脏，导致心率下降，
损伤平面以上的血管扩张。然而，大脑发送的信号不能传导至损伤
平面以下，因而此处血压不能受到调节。机体因此被迷惑，不能识
别这种情况。
通常来说，只有在不能明确并去除诱因或可能的病因已去除但 

AD 发作仍在持续时才使用药物。硝酸甘油糊剂（损伤水平以上局
部应用）为可能有效的药物。常用硝苯地平和硝酸盐的速释剂型。
肼苯哒嗪、梅坎米胺、二氮嗪和酚苄明也可使用。若 24 小时内曾
用勃起功能障碍药物（如西力士、伟哥），需考虑使用其他药物，
因血压可能下降至危险水平。
大多数情况下，自主神经反射不良是可以预防的。保持导尿管

清洁；遵从医嘱进行插导尿管和肠道处理。
来源

迈阿密大学医学院 /迈阿密瘫痪治愈项目，美国瘫痪老兵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瘫痪资源中心提供免费的描述 AD 和急性发作控制的
钱包卡（成人或儿童版，英文或西班牙语）。确保
通知发放者。拨打免费电话 1-800-539-7309 或在  
www.ChristopherReeve.org 搜索 “AD 卡 ”

美国瘫痪老兵支持脊髓医学联盟，提供自主神经反射不
良的权威临床实践指南。免费电话 1-800-424-8200；
www.pva.org，点击“出版物”。提供 AD 的消费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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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控制

任何水平的瘫痪均可影响膀胱的控制。控制这些器官的神经附着于
脊髓底部（S2-S4 水平），因此不能接受大脑的信号传入。虽然不可
能恢复瘫痪前的水平，但有多种技术和设备可用于控制所谓的 “神
经源性膀胱 ”。
正常的膀胱是这样工作的：血液中多余的水和盐经肾脏排出成

为尿液，尿液经细长的输尿管排至膀胱，正常情况下尿液不会返流。
膀胱与输尿管相连，是尿液的储存器官，存在一定的压力。当膀胱
充满，里面的压力会上升，神经发送信号经脊髓传送至大脑。当膀
胱需要排空时，大脑会发出信号，经脊髓下行至膀胱，指挥膀胱逼
尿肌（膀胱壁）挤压，括约肌（尿道上端的活瓣）舒张并打开。之后，
尿液顺尿道排至体外。
小便时肌肉的协调是个相当精细的过程。
瘫痪之后，机体正常的控制系统紊乱，信号不能在膀胱肌肉和

大脑之间进行传递。由于缺少大脑的控制，膀胱逼尿肌和括约肌过
度活跃。过度活跃的逼尿肌可以在膀胱体积较小时收缩，抵消过度
活跃的括约肌活动。这会导致膀胱内压力增高，尿失禁、尿潴留、
尿液返流，伴反复发作的膀胱感染、结石、肾积水（肾扩张）、肾盂
肾炎（肾炎）和肾衰竭。
神经源性膀胱常经以下两种方式受影响：
1.痉挛性（反射性）膀胱：尿液充满膀胱后，会有自主神经反

射诱发膀胱排空，这种情况常发生于损伤在 T12 水平之上者。痉挛
性膀胱者不能控制排尿。了解脊髓损伤的医生常推荐膀胱舒张药物
（抗副交感神经）。奥昔布宁是常用药，可能有口干的副作用。托特罗定、
丙哌维林、奥昔布宁皮贴的口干副作用较弱。肉毒杆菌毒素 A 可作
为抗副交感神经药物的次选。此药已通过 FDA 认证，用于脊髓损伤
和多发性硬化患者膀胱逼尿肌过度活跃的治疗。优势：肉毒杆菌毒
素靶向应用于膀胱内，因而避免包括口干在内的系统性副作用。

2.迟缓性（非反射性）膀胱：膀胱肌肉的反射迟钝或消失，
膀胱可过度膨胀或扩张。扩张可影响膀胱肌肉的张力。迟缓性膀胱
不能完全排空。治疗包括括约肌松弛药物（α 阻滞剂），如特拉唑嗪（高
特灵）或坦索罗辛 (Flomax)。肉毒杆菌毒素可注射于膀胱外括约肌，
有助于膀胱排空。手术也是打开括约肌的一种方式。膀胱出口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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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括约肌切开术，可降低括约肌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尿液从膀胱排
出。有种方式可替代括约肌切开术，即在膀胱外括约肌处放置称为
支架的金属器材，以保证尿路通畅。括约肌切开术和支架的缺点在
于，射精时的精液会进入膀胱（逆行），而非从阴茎处排出。这并
不会导致不能生育，但会使怀孕更加复杂。需要从膀胱收集精液，
但精子可能会在尿液中受损。
膀胱收缩时若括约肌不能放松，则会出现肌肉不协调。尿液不

能从尿道排出，因而返回至肾脏（返流），从而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最常用的帮助膀胱排空的方法是间歇性导尿 (ICP)，可引流膀胱

内的液体（每 4-6 小时一次较为常见）。将导尿管插入尿道以引流尿
液，然后拔掉导尿管。留置尿管 (Foley) 可持续引流尿液。若引流从
耻骨区的切口（手术开口）开始，绕过尿道，则称为耻骨上导尿。
优点：液体引流不受限制。缺点：留置尿管需要收集装置，而且更
容易发生尿道感染。男性还可以使用阴茎套导尿，可以持续引流尿
液。这种导尿管也需要收集装置，如附腿尿袋。
膀胱功能障碍有多种手术方式。可控性尿流改道术使用阑尾重

建新的尿流通路。导尿管可通过腹部切口直接插入膀胱，对于女性
和手部活动受限的人来说非常好。膀胱增大术指手术使膀胱增大，
用肠道组织增加膀胱容量，从而减少液漏和插导尿管的频率。
多发性硬化和其他脊髓疾病的患者常存在膀胱控制的问题。包

括打喷嚏、大笑后出现尿漏或小便完全失禁。对多数人来说，恰当
的衣服和护垫可弥补排便控制的缺失。有些女性患者因要改善尿潴
留而加强盆膈肌肉的力量（克格尔体操），反而从中获益。

无菌与清洁

一些年以前，情况发生了改变。导尿管不需要再一遍遍地重复，不需要在使用 

30-40 次后进行冲洗。医疗保险和其他支持者可报销一次性的间歇性导尿管。
人们认为一次性导尿管可降低膀胱感染的发生率，尤其是使系统保持无菌封闭的帽。
医疗保险并不十分排斥对无菌导尿管的报销，至少在有人因膀胱感染而病情严重且得
到医生的处方后不会排斥。常规导尿管很便宜（小于 $200/月与 $1500/月，一次性
无菌导尿管更贵）。市场上另一种优质导尿管以其超滑亲水衣以便于插入尿道为特征。
有证据表明，与传统的聚氯乙烯导尿管相比，这些导尿管可使尿路感染下降，且减
少对尿道的创伤。LoFric 是个有名的品牌；现在很多主要的泌尿公司都有亲水生产线。
只要证明尿道开口有风险，这些器材就可以报销。

蔓越莓？

于蔓越莓和膀胱健康，很多人坚信前者对后者有利，也有很多人一点都不相信，
而双方观点都有发表的研究支持。国家替代医学中心偏向于支持蔓越莓的一方，

称蔓越莓可抑制大肠杆菌粘附于膀胱壁。该中心承认有关研究并未开展或明确。当然，
浆果产业和补品产业很高兴。苏格兰很多年前一家报纸找到证据，称女性服用蔓越莓

汁 12 个月后，可能降低症状性的膀胱
感染。更近一些，新泽西 Kessler 协会
一个小组提示，蔓越莓补品对预防尿
路感染并无效果。该研究中，21 名脊
髓损伤者被给予蔓越莓片剂或安慰剂。	
4 周后，他们交换至另一组。每周对蔓
越莓组和对照组的尿液 pH 进行比较。
蔓越莓对降低细菌数或尿路感染并无明
显效果。总之，试试并不会有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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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括约肌切开术，可降低括约肌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尿液从膀胱排
出。有种方式可替代括约肌切开术，即在膀胱外括约肌处放置称为
支架的金属器材，以保证尿路通畅。括约肌切开术和支架的缺点在
于，射精时的精液会进入膀胱（逆行），而非从阴茎处排出。这并
不会导致不能生育，但会使怀孕更加复杂。需要从膀胱收集精液，
但精子可能会在尿液中受损。
膀胱收缩时若括约肌不能放松，则会出现肌肉不协调。尿液不

能从尿道排出，因而返回至肾脏（返流），从而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最常用的帮助膀胱排空的方法是间歇性导尿 (ICP)，可引流膀胱

内的液体（每 4-6 小时一次较为常见）。将导尿管插入尿道以引流尿
液，然后拔掉导尿管。留置尿管 (Foley) 可持续引流尿液。若引流从
耻骨区的切口（手术开口）开始，绕过尿道，则称为耻骨上导尿。
优点：液体引流不受限制。缺点：留置尿管需要收集装置，而且更
容易发生尿道感染。男性还可以使用阴茎套导尿，可以持续引流尿
液。这种导尿管也需要收集装置，如附腿尿袋。
膀胱功能障碍有多种手术方式。可控性尿流改道术使用阑尾重

建新的尿流通路。导尿管可通过腹部切口直接插入膀胱，对于女性
和手部活动受限的人来说非常好。膀胱增大术指手术使膀胱增大，
用肠道组织增加膀胱容量，从而减少液漏和插导尿管的频率。
多发性硬化和其他脊髓疾病的患者常存在膀胱控制的问题。包

括打喷嚏、大笑后出现尿漏或小便完全失禁。对多数人来说，恰当
的衣服和护垫可弥补排便控制的缺失。有些女性患者因要改善尿潴
留而加强盆膈肌肉的力量（克格尔体操），反而从中获益。

无菌与清洁

一些年以前，情况发生了改变。导尿管不需要再一遍遍地重复，不需要在使用 

30-40 次后进行冲洗。医疗保险和其他支持者可报销一次性的间歇性导尿管。
人们认为一次性导尿管可降低膀胱感染的发生率，尤其是使系统保持无菌封闭的帽。
医疗保险并不十分排斥对无菌导尿管的报销，至少在有人因膀胱感染而病情严重且得
到医生的处方后不会排斥。常规导尿管很便宜（小于 $200/月与 $1500/月，一次性
无菌导尿管更贵）。市场上另一种优质导尿管以其超滑亲水衣以便于插入尿道为特征。
有证据表明，与传统的聚氯乙烯导尿管相比，这些导尿管可使尿路感染下降，且减
少对尿道的创伤。LoFric 是个有名的品牌；现在很多主要的泌尿公司都有亲水生产线。
只要证明尿道开口有风险，这些器材就可以报销。

蔓越莓？

于蔓越莓和膀胱健康，很多人坚信前者对后者有利，也有很多人一点都不相信，
而双方观点都有发表的研究支持。国家替代医学中心偏向于支持蔓越莓的一方，

称蔓越莓可抑制大肠杆菌粘附于膀胱壁。该中心承认有关研究并未开展或明确。当然，
浆果产业和补品产业很高兴。苏格兰很多年前一家报纸找到证据，称女性服用蔓越莓

汁 12 个月后，可能降低症状性的膀胱
感染。更近一些，新泽西 Kessler 协会
一个小组提示，蔓越莓补品对预防尿
路感染并无效果。该研究中，21 名脊
髓损伤者被给予蔓越莓片剂或安慰剂。	
4 周后，他们交换至另一组。每周对蔓
越莓组和对照组的尿液 pH 进行比较。
蔓越莓对降低细菌数或尿路感染并无明
显效果。总之，试试并不会有害处。

尿路感染：瘫痪者发生尿路感染 (UTI) 的风险很高，直到 20 世
纪 50 年代，UTI 都是瘫患者的首要死因。感染源为细菌，一组微
小的显微镜下的单细胞生物，生活在人体中，可导致疾病的发生。
皮肤和尿道的细菌很容易随间歇性导尿管、留置尿管和耻骨上膀胱
控制法等进入膀胱。而且，很多人无法完全排空膀胱，细菌便更容
易在膀胱的尿液中滋生。
尿路感染的症状有尿浑浊、有异味，发热，寒颤，恶心，头痛，

痉挛和自主神经反射不良加重。有人可出现尿灼热和 /或盆底部、
腹部或腰背部不适。
一旦出现症状，一线治疗为抗生素，包括氟喹诺酮（如环丙沙星）、

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甲恶唑、阿莫西林、呋喃妥英和氨苄青霉素。
预防尿路感染的关键在于防止细菌进入膀胱。保持个人卫生且控制
泌尿器材的供应可预防感染。尿沉渣可在管子和连接头处沉积。这
会使尿液引流更困难，细菌更容易扩散。保持皮肤清洁也是预防感
染的一个重要方面。
适量喝水有助于保持膀胱健康，将细菌和其他废物冲出膀胱。

蔓越莓汁，或蔓越莓提取物片剂，均可有效预防膀胱感染。它可使
细菌不能附着于膀胱壁，从而不能繁殖。防止细菌在膀胱壁繁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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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甘露醇，一种健康食物中的糖类。甘露醇可粘附
于细菌，从而使细菌不能再附着于其他地方。
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体检。体检应包括尿液检测，做肾脏扫

描或超声以确定肾脏是否正常。检查还应包括尿路平片（肾脏，输
尿管，膀胱）和可检测肾脏或膀胱结石的腹部 X 片。
膀胱癌也应在考虑之中。研究显示，长期使用留置尿管的人群

发生膀胱癌的风险中度升高。吸烟也可使膀胱癌的风险增高。
来源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脊髓损伤信息网，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瘫痪老兵支持脊髓医学联盟，提供权威的膀胱
管理临床实践指南。免费电话 1–800–424–8200；	
www.pva.org，点击 “出版物 ”。提供消费者指南。

尿液控制项目以详细的膀胱问题相关内容为特色。作于 
MetroHealth 医疗中心，卫生保健研究和政策中心，
凯斯西储医学院。www.chrp.org/empowering

脊髓损伤康复证据 (SCIRE) 项目是一项由科学家、临床
医生和患者联合参与的加拿大研究，通过回顾、
评估和应用研究知识来建立脊髓损伤后的实践指南。
www.scireproject.com

肠道控制

消化道是从口腔到肛门的空腔管道。肠道是消化道的末端，消化后
的食物残渣储存在这里，直到以粪便形式排出体外。
食物被吞咽后，沿着食管进入胃，在胃中储存，然后进入小

肠和大肠。营养物质的吸收在小肠，包括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
之后是结肠，这段肠道在腹部环绕，从右边的升结肠开始，延续于
横过上端的横结肠，下行经 S 形的乙状结肠至直肠，最后开口于肛门。
在称之为肠蠕动的结肠壁肌肉协调收缩的作用下，粪便在肠道

中移动。肠蠕动由多水平的神经细胞网络控制。肠肌间神经丛支配
局部肠道运动，可能没有来自大脑或脊髓的神经支配。100 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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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即使从体内摘除，小肠仍然可以产生肠蠕动。若肠壁受
到牵拉，肠肌间神经丛会使牵拉处以上的肌肉收缩，以下的肌肉舒
张，使内容物顺肠管下行。
下一级的支配来自从大脑和脊髓发至结肠的自主神经，接收迷

走神经发出的信号。最高控制来自大脑。粪便充满直肠时，大脑会
产生意识，辨别固体和气体，可指挥肠道在适当的时候排出废物。
通过脊髓转接的信号使盆底和肛门括约肌自主松弛，从而产生排便。
瘫痪可打破该系统。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有两种，按损伤水平

区分：脊髓圆锥 (L1) 以上水平的损伤可导致上运动神经元 (UMN) 
肠道综合征，L1 以下水平的损伤可导致下运动神经元 (LMN) 肠道
综合征。
在上运动神经元肠道综合征或高反射性肠道中，肛门外括约肌

的自主控制被打破。括约肌一直保持紧张，促使便秘和粪便潴留的
发生，这是不容忽视的，与自主神经反射不良的发作相关。脊髓和
结肠之间的上运动神经元未受损伤，因此反射的协调和粪便的推动
并未受损。上运动神经元肠道综合征患者的排便通过引入直肠的刺
激导致的反射活动激发，如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放置的栓剂或电子
刺激。
下运动神经元肠道综合征或迟缓性肠道的特征为粪便移动

（肠蠕动）消失和粪便推动减缓。结果会产生便秘，由于肛门括约
肌的功能缺失，大便失禁的风险会更高。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痔疮
的发生，可使用粪便软化剂，这样可降低肠道的张力，尽可能地减
少刺激所产生的物理创伤。
肠道会出现问题。最好的预防办法就是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大多数人会依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在一天中特定的时间点排便。排便
前先插入栓剂或迷你灌肠剂，等待约 15-20 分钟至刺激物起效。等待
过后，电子刺激会每 10-15 分钟产生一次，直到直肠排空。迟缓性肠
道者需要借助电子刺激或手动法频繁排便。每次排便需 30-60 分钟。
较好的是，排便可在厕所进行。一般坐两小时即可。但有皮肤撕裂高
风险的人应在坐位和在床上侧卧位排便之间权衡。
便秘是很多神经肌肉相关性麻痹患者会遇到的问题。任何可改

变食物在大肠中移动速度的因素都可干扰水分的吸收并导致相关的
问题。有很多种泻药可改善便秘。美达施等泻药含有增加容量必要的
纤维，可保住水分，从而使粪便更容易通过肠道。多库酯钠等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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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化剂也可使粪便中的水分含量更高，使粪便软化，易于移动。刺激
物如比沙可啶等可增加肠道肌肉收缩（肠蠕动），从而促进粪便移动。
实际上，频繁使用刺激物可提高便秘的发生，因为肠道对刺激物产生
依赖，即使正常的肠蠕动也需要刺激物。

“一泻千里 ”……栓剂主要有两种，活性成分均为比沙可啶：
一种辅料是植物成分（如乐可舒），一种辅料是聚乙烯乙二醇（如
魔弹）。据称魔弹的起效速度比另一种快两倍。

对一些存在困难的肠道问题者来说，顺行的灌肠剂不失为一种
选择。这种技术需要用手术在腹部开一个切口，可以将液体从直肠
以上灌入，使肠道内粪便顺利排出。这种方法可显著减少肠道护理
耗时，也可使患者停止服用某些肠道药物。
下面是关于更好的肠道消化控制的一些情况：

	• 通常没有必要每天都排便。隔一天排便也是可以的。
	• 餐后排便更容易。
	• 每天喝 2 夸脱水可保持粪便较软，温水也有助于排便。
	• 健康饮食包括全谷干麦片中的纤维，蔬菜和水果有助于消化。
	• 运动有助于保持肠道健康。

瘫痪患者常用的一些药物会影响肠道功能。例如，抗副交感神
经药物（用于膀胱护理）可较低肠道动力，导致便秘甚至肠梗阻。
有些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麻醉性镇痛药；一些用于治疗痉挛的
药物，如丹曲林钠，均可造成便秘。
很多人行结肠造口术后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这个手术在结肠和

腹部表面之间做了一个永久性造口，用粪便收集袋挂在腹部开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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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粪便。当出现粪便污物或褥疮、持续性大便失禁或肠道排便过
久等情况时，便有必要行结肠造口术。结肠造口术可以使很多人自
己控制肠道问题，且该手术耗时较肠道排便护理耗时要短。研究
显示，行结肠造口术的人较为满意，并未后悔行该手术。很多开始
并不看好结肠造口术的人，术后其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排便
时间从每天 8 小时减少到少于 15 分钟。

来源
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 /脊髓损伤信息中心，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美国肌萎缩侧索硬化协会，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瘫痪老兵支持脊髓医学联盟，免费提供权威的肠
道管理临床实践指南。免费电话 1–800–424–8200；
www.pva.org，点击 “出版物 ”。提供消费者指南。

脊髓损伤康复证据 (SCIRE) 项目是一项由科学家、临床
医生和患者联合参与的加拿大研究，通过回顾、评
估和应用研究知识来建立脊髓损伤后的实践指南。
www.scireproject.com

深静脉血栓

脊髓损伤患者在急性住院期间发生深静脉血栓 (DVT) 的风险很大。
深静脉血栓是在身体的深静脉中形成的血块，多在小腿或大腿发生。
如果血块在下肢静脉脱落，顺血流进入肺，导致肺栓塞，则会有生
命危险。
医生会使用抗凝剂，常称为血液稀释剂，来预防血液凝结。脊髓

损伤后，所有病人常在 72 小时后给抗凝剂。血液稀释剂常使用 8 周。
脊髓损伤中最常用的血液稀释剂是低分子肝素，如依诺肝素或达肝
素钠。这些药物可延缓血液凝固，也能防止血块形成。血液稀释剂
不能去除已有的血块；这种情况有时需要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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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脊髓损伤中心在包括颈部高位损伤或长骨骨折等血栓栓塞
高风险的患者中使用一种血液过滤器，称为下腔静脉滤器。下腔静
脉滤器的合理使用的预防效果尚未明确报道。近期一项研究显示，
放置下腔静脉滤器可能实际上会升高深静脉血栓的风险。
脊髓损伤急性期发生深静脉血栓的风险最高，但脊髓损伤人群

均存在形成血块的风险。医用弹力袜的常规使用在瘫痪患者中很
普遍。

来源：

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中心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国家血液凝结联盟是一个患者倡议小组，目的在于提
高公众对血液凝结的风险、预防和治疗的认识。	
www.stoptheclot.org

血管疾病基金会提供教育资源，提高公众对多种血管疾
病的认识。见 http://vasculardisease.org点击 “深静
脉血栓 ”。

美国瘫痪老兵支持脊髓损伤医学联盟，免费提供
权威的深静脉血栓临床实践指南。免费电话 
1–800–424–8200；www.pva.org，点击 “出版物 ”。

抑郁症

抑郁症在瘫患者中很常见，但这不是正常现象。沮丧、悲伤或伤心
很正常，但抑郁症本身则是一种健康问题。然而，大多数形式的抑
郁症是可以治疗的。
在美国，约有 10% 的非残疾人有中度或重度抑郁。研究显示，

约 20-30% 的终身残疾者存在抑郁状况。
抑郁症可从多种方面影响一个人，包括心情、外表、意志、	

解决问题的能力、活动水平和躯体情况（睡眠、精力和胃口）的明
显改变。抑郁症可影响健康：抑郁的残疾人也许不能照顾好自己；
他们可能不会喝足够的水，不会护理皮肤，不能控制饮食。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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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影响社交。朋友和家人被隔开。抑郁者发现生活没有乐趣、成功
或意义。这些人可能会发生物质滥用。在事情看起来没希望时，
他们会产生自杀的想法。例如，脊髓损伤患者在受伤后五年内的风
险最高。其他风险因素包括酒精或药物依赖，无配偶或亲密关系网，
接触致命方式，或曾有自杀未遂史。曾有自杀经历的人很可能再次
自杀。预防自杀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及早发现抑郁，正确进行治疗，
教授患者解决问题的技巧。

很多因素会导致抑郁症。其中
包括残疾的影响——疼痛，疲劳，
身体形象的变化，羞耻，丧失自理
能力。其他生活实践，如离婚，丧偶，
失业或遇到经济问题也可能导致或
加重抑郁。
很多有效的方法可帮助瘫痪者

应对压力。抑郁症可用精神疗法、
药物疗法（抗抑郁药）或二者结合
治疗。三环类药物（如丙咪嗪）对抑
郁症有效，但可能出现不可耐受的
副作用。SSRI（选择性羟色胺再摄
取抑制剂，如百忧解）通常效果和
三环类药物相当，但副作用更少。
SSRI 可能使某些病人的痉挛恶化。

在最新的抗抑郁药中，文拉法辛（如怡诺思）的化学结构和三
环类类似，但副作用较后者少。理论上，该药也可减轻某些形式的
神经痛，而后者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因素。实际上，积极治疗疼痛问
题对于抑郁症的预防十分重要。
多发性硬化患者中，有些人会经历情绪波动和 /或不能控制的

大笑或大哭（称为情绪不稳）。这些是由于大脑中的情感通路受损。
患者的家人和护理者应该了解这些，并且意识到多发性硬化患者有
时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稳定药物如阿米替林和丙戊酸可用
于治疗这种情绪变化。人们应该意识到多发性硬化的患者常常发生
抑郁症，甚至比其他同等致残的慢性疾病更多见。
生活是值得拥有的，即使有时候医疗工作者倾向于对患者的生

活感到灰心：根据一项科罗拉多调查，86% 高位脊髓损伤导致四肢

护理
美国精神健康就缓解抑郁症给出以下
建议：
	• 保持社交
	• 保持积极的心态
	• 坚持运动
	• 帮助他人
	• 保证充足的睡眠
	• 制造乐趣和满足
	• 吃好
	• 保持精神状态良好
	• 更好地处理困境
	• 有需要时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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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的人认为其生活质量处于平均水平或高于平均水平，但这些人
的医生、护士和技师中只有 17% 认为如果自己变成四肢瘫痪，生活
质量会处于平均或高于平均水平。
如果您很抑郁，要求助，包括专业咨询或参加支持小组。积极

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帮助您打败抑郁。

来源

Rancho 洛杉矶国家康复中心；美国瘫痪老兵；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瘫痪老兵，支持脊髓医学联盟，提供瘫痪继发抑郁
症的临床实践指南。PVA，免费电话 1-800-424-8200，
www.pva.org，点击 “出版物 ”，之后 “医学指南 ”。

国家预防自杀行动联盟期待让这个国度远离自杀悲剧
http://actionallianceforsuicideprevention.org

美国精神健康致力于处理所有精神卫生和精神疾病，	
包 括 抑 郁 症。 联 系 MHA， 拨 打 免 费 电 话 
1-800-969-6642；访问 www.mentalhealthamerica.net

尚未死去 (NDY)反对将助人自杀和安乐死合法化。NDY 
注意到残疾的持续时间几乎总是和脊髓损伤致瘫患
者的接受程度有关。www.notdeadyet.org

美国焦虑症和抑郁症协会 (ADAA) 推动对焦虑症、抑郁症和压
力相关紊乱的教育、培训和研究，将需要治疗的人与健康
专家相匹配。www.adaa.org



健康管理

瘫痪资源指南  | 93

疲劳

疲劳是瘫痪相关疾病中很常见的症状。80% 的多发性硬化患者反
映，疲劳感明显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这种情况随着时间而加重。	
炎热和潮湿可加重疲劳感，这是很多很少有其他症状的多发性硬化
患者最主要的情况。
疲劳感也是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最突出的症状。很久之前曾患

脊髓灰质炎的人，即使完全康复了，有时也会在多年之后感到缺
乏精力，较之前更易疲劳，即使很简单的事情也要耗费很多精力。
这些症状可能是由已经弱化和损伤的神经细胞经过渐进的损耗导
致的。在美国，共有 500000 人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影响。有些
人认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可能与未经诊断的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
相关。超过 60% 的经历过功能损害的脊髓损伤患者认为，疲劳是
个主要的问题。
潜在的医学问题如贫血，甲状腺功能不全，糖尿病，抑郁症，

呼吸问题或心脏病等，都是可能导致疲劳的因素。另外，肌松剂和
镇痛药也可导致疲劳。健康水平不好时，可能连日常生活中的体力
需求都不能满足。若疲劳严重干扰生活，则应去咨询医生。

35% 的多发性硬化患者称睡眠受到影响。白天感到疲劳可能是
由于睡眠呼吸暂停、周期性腿动、神经源性膀胱问题、痉挛、疼痛、
焦虑或抑郁。要想改善睡眠，首先要控制症状。要和医生交流，
了解对疼痛、抑郁和睡眠呼吸暂停等的各种治疗。对于疲劳，并非
只有一种处理方案。听从身体发出的信号；合理分配自己的精力。

来源

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Rancho 洛杉矶医院，美国瘫痪老兵
处理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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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疲劳

缓解疲劳的新看法：
	• 更好的营养摄入。咖啡因，酒精，吸烟和精细碳水化合物饮食，糖类和氢化
脂肪都可以消耗你的精力。蛋白质摄入不足也可以导致疲劳。

	• 休息。自己放松下来。有需要时，给自己点时间。感受最美的想法，开心时
便开怀大笑，每天给自己至少两次放松的时间，如瑜伽、冥想或祷告。

	• 待在凉爽处。多发性硬化的患者避免炎热环境和 /或使用制冷设备（穿汗衫、
用冰袋等）时会感觉疲劳有所缓解。

	• 寻找新方法，包括职业疗法，来简化工作任务，且寻找省时省力的新策略。
	• 使用康复器材来省力。市场上有很多很棒的小工具来省时省力（见第 260 页）。
例如，有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的人可以用轮椅而非拐杖。坐轮椅的人可能需
要助力，或使用全自主动力的设备。

	• 去掉压力。有些人可以从压力管理、放松训练、加入支持小组或心理疗法中
受益。虽然疲劳和抑郁之间的关联尚未完全明确，但心理治疗可减缓出现抑
郁的多发性硬化患者的疲劳。

	• 通过锻炼加强耐力。曾经认为体力活动会加剧疲劳，但有氧运动对轻度残疾
者是有好处的。

	• 维生素、中草药等。有些人说在服用了腺苷一磷酸、辅酶 Q-10、锗、谷胱甘肽、
铁剂、镁硫酸盐、褪黑素、NADH、硒、色氨酸、维生素 B12、维生素 C 和
维生素 A、锌等之后，他们的疲劳得到了缓解。其他包括黄芪、琉璃苣籽油、
菠萝蛋白酶、紫草科植物、紫锥菊、大蒜、银杏、人参、月见草油、槲皮素、
圣约翰草和香菇提取物。

	• 医生常给多发性硬化患者开金刚烷胺和匹莫林来缓解疲劳。这两种药都有失
眠的副作用，若在早上和中午服用，则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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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并发症

心脏病：存在脊髓功能障碍的人在早期发生心脏病的风险比一
般人群要高。据称心血管疾病是脊髓损伤大于 30 年的病人的首要
死亡原因。脊髓损伤病人更容易出现某些代谢危险因素。他们通常
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而后者可影响身体将血糖转化为能量的
能力，从而导致心脏病、糖尿病和其他疾病。导致这些异常的因素
有肌萎缩、体脂增多和难以保持心血管健康。预防措施：血糖问题
筛查，健康饮食，不吸烟，饮酒有节制，规律运动。
直立性低血压指由坐位或站立时血压下降导致的头晕和晕厥现

象。这种情况更多见于脊髓损伤在 T6 或以上水平时，是人体对血
压降低的反应。弹力袜和腹部支撑有助于预防直立性低血压。缓慢
地坐下或站立也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
异位骨化 (HO) 指骨质沉积于软组织，初期多环绕髋关节和膝

关节。异位骨化见于很多脊髓损伤的个体，可能在受伤后数日内形
成。在多数情况下，HO 不会造成明显的额外的生理限制，但可能
会限制关节的活动，导致下肢肿胀或痉挛加剧。HO 可用药物治疗，
必要时可行手术治疗。
体温过低 /高：瘫痪可导致体温随外界温度波动。在较热的房

间里，人的体温会升高（体温过高）；在较冷的房间里，人的体温
会降低（体温过低）。对有些人来说，温度控制是很重要的。

慢性疼痛

疼痛是神经系统发出的警告伤害的信号。突如其来的创伤造成的急
性疼痛是有用的。这种疼痛可以被诊断和治疗，所以这种不舒服的
感觉可以被控制，也只在一定的时间内存在。慢性疼痛则更加复杂。
这是一种总也不会消失的警报，大多数药物治疗都对其无效。慢性
疼痛也许是存在持续的病因，如关节炎、癌症、感染，但有些人的
慢性疼痛可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而并无明显的躯体改变。	
一种称为神经源性或神经病性疼痛的慢性疼痛常伴随瘫痪发生，一个
感觉能力丧失的人却还要经历疼痛的折磨，实在是太残酷的讽刺。
疼痛是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大脑和脊髓中发现的多种重要的

化学物质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这些化学物质称为神经递质，
可以将神经冲动从一个细胞传到另一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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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损伤的脊髓中，一种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γ氨
基丁酸）明显减少。这会使脊髓负责感受疼痛的神经元 “去抑制 ”，
比正常情况下放电更多。这种去抑制状态也被认为是抽搐的根本
原因。最近的数据提示，损伤的脊髓中去甲肾上腺素减少，而另一
种神经递质谷氨酸增多。实验中，谷氨酸受体被阻断的老鼠对疼痛
的反应下降。其他与疼痛传递相关的重要受体是阿片样受体。吗啡
和其他阿片类药物通过锁定这些受体，激活疼痛抑制通路或回路，
从而阻滞疼痛。
受伤后，神经系统进行了大量的重组。受伤后发生的惊人的

变化和持续的疼痛突显出，慢性疼痛应被视为一种神经系统疾病，
而非仅为延长的急性疼痛或组织受损的表现。新药需要开发。当前
对于大多数慢性疼痛的药物效果相对较弱，多以错误的方式应用于
试验中，可供选择的药物很少。
慢性神经痛的问题不仅在于疼痛分散注意力。疼痛可以导致懒

散，而懒散可造成愤怒和沮丧、孤立、抑郁、失眠和悲伤，进而加
剧疼痛的程度。这是个无休止的循环，而且现代医学对此并无很多
办法。疼痛控制成为疼痛管理，其目的在于改善患者功能，使其能
正常进行日常活动。
疼痛的类型：骨骼肌或机械性疼痛发生在脊髓病变水平或以上，

轮椅推动和转移是造成大多数机械性疼痛的原因。
中枢性疼痛或传入神经阻滞性疼痛发生在脊髓损伤水平以下，

通常为烧灼感、轻度疼痛和 /或刺痛。中枢性疼痛并不总是立即出
现；常常需要数周或数月才会显露，常和一些脊髓功能的恢复相关。
这种类型的疼痛在完全损伤中较为少见。褥疮或骨折等其他刺激可
能加剧中枢性疼痛。
生理性疼痛：年龄增大、抑郁、压力和焦虑都与脊髓损伤后疼

痛相关。这并不意味着疼痛的感觉是在脑袋里——疼痛是真实存
在的，但疼痛看起来是有感情因素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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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疼痛的治疗选择

加热和按摩疗法：有时候这些对缓解脊髓损伤相关的骨骼肌疼
痛是有效的。
针灸：这项技术可追溯到 2500年前的中国，需要用针精确地刺

身体某些穴位。有些研究认为这项技术可提高脑脊液中的自然止痛
物（内啡肽）的水平，但针灸并未完全被现代医学所接受。相较于
很多其他疼痛治疗方式，针灸为非侵袭性，且价格较为便宜。在数
量有限的研究中，这种方法有助于缓解脊髓损伤疼痛。
锻炼：规律锻炼的脊髓损伤病人在疼痛评分方面有明显改善；

在抑郁评分方面也有改善。即使强度较轻到强度中度的散步或游泳
也可促进血液进入紧张、无力的肌肉，从而有助于身体健康。压力
较小意味着疼痛较轻。
催眠：已被证明对脊髓损伤性疼痛有效。视觉形象疗法通过使

用引导图片修正行为，帮助一些人通过改变对不适的感觉来减缓
疼痛。
生物反馈：训练患者来感知且掌控某些身体功能，包括肌张

力、心率和皮温。患者也可以学习改变自己对疼痛的反应，如应用
放松技巧。通过反馈和加强，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自己调剂失衡的
大脑节律，这样可以促进机体的处理和大脑生理机能。有很多关于
用生物反馈治疗慢性疼痛的主张，尤其是使用脑电波信息（脑电图
EEG）。
经颅电刺激（TCES）：该治疗将电极片放置于人体的头皮，

用电流刺激内部的大脑。研究提示这种新的治疗手段可能对缓解脊
髓损伤相关的慢性疼痛有效。
经皮电神经刺激（TENS）：用于疼痛治疗，已被证明有助于缓

解慢性骨骼肌疼痛。总体来说，TENS对损伤平面以下的疼痛并未
十分有效。
经颅磁刺激（TMS）将电磁脉冲应用于大脑。对卒中后疼痛有效，

有限的研究认为该方法长期应用的话可缓解脊髓损伤后疼痛。
脊髓刺激：通过外科手术将电极植入脊髓的硬膜外隙。患者用

小盒状的接收器来激发电脉冲至脊髓。该技术最常应用于腰背部疼
痛患者，但一些多发性硬化或瘫痪的人也可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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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脑刺激：这种技术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的治疗方法，需要对
脑部进行手术刺激，通常是刺激丘脑。深部脑刺激仅用于几种情况，
包括中枢性疼痛综合征、癌性疼痛、幻肢痛和其他类型的神经性疼痛。
磁铁：常被认为是伪科学，但支持者提出理论认为，磁场可能

导致细胞或机体化学物质的改变，从而缓解疼痛。
药物：用于慢性疼痛的药物很多，从非处方药非甾体类抗炎药

如阿司匹林，到严格管制的阿片类如吗啡。阿司匹林和布洛芬可能
有助于缓解肌肉和关节疼痛，但对神经性疼痛作用很小。此类药物
还包括 COX-2抑制剂（“超强阿司匹林 ”）如塞来昔布（西乐葆）。
阿片类是最高级药物，从人类最古老的毒品罂粟中提取。包括

可待因和吗啡。吗啡是阿片之王，被称为梦神。吗啡也是最高级治
疗的首选药物，但这并非长久之策。吗啡可抑制呼吸，导致便秘和
头脑模糊。吗啡还可使人耐受且成瘾。另外，吗啡对很多种神经痛
无效。科学家希望开发出一种吗啡样的药物，可具有吗啡一样的镇
痛效果，但没有吗啡使人衰弱的副作用。
用于某些类型的慢性疼痛的中级药物有一些。抗惊厥药用于治

疗癫痫，有时也用于治疗疼痛。卡马西平（得理多）用于治疗很多
种疼痛，包括三叉神经痛。加巴喷丁经常非常规（未经 FDA 批准）
地用于治疗神经痛。辉瑞是拥有加巴喷丁的公司，2004 年因将药物
用于未经批准的用途而认罪且接受百万美元的罚款。
然而，辉瑞公司在 2012 年有一种新的用于镇痛的抗惊厥药经过

了 FDA 批准，专门针对脊髓损伤相关疼痛。普瑞巴林，商品名是 
Lyrica，基于两个随机双盲对照设计 357 名患者的 3 期试验而通过 
FDA 批准。与对照组相比，Lyrica 可降低脊髓损伤相关的神经痛；
使用 Lyrica 的患者较对照组患者其疼痛减轻 30%-50%。但 Lyrica 并
非对所有人都有效。该药的副作用很多，包括焦虑、不安、入睡困难、
惊恐发作、愤怒、易激惹、激动、攻击性和自杀风险增高。
对于一些人来说，三环类抗抑郁药有助于缓解疼痛。阿米替林（盐

酸阿米替林和其他品牌）对脊髓损伤后疼痛有效，至少有证据表明
其在抑郁个体中起效。
另外，一类称为苯二氮卓类的抗焦虑药（阿普唑仑，安定）为

肌松剂，有时可用于控制疼痛。另一种肌松剂巴氯芬用植入式药泵

当前多数用于慢性疼痛的药物都不十分有效，慢性疼痛的治疗
选择有限。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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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内注射）给药，可改善脊髓损伤后慢性疼痛，但仅对肌肉痉挛
相关的疼痛有效。
肉毒杆菌毒素注射 (Botox) 用于治疗病灶痉挛，对疼痛也有效。
神经阻滞：使用药物、化学试剂或外科手术来干扰疼痛信息在

身体特定部位和大脑之间的传递。手术神经阻滞的类型包括神经
切除，脊髓后角、颅神经、三叉神经切断术，交感神经阻滞。
物理疗法和康复：常用于改善功能，控制疼痛和加速康复。
手术：包括神经根切断术，即切断靠近脊髓的神经；脊髓前侧

柱切断术，即损伤脊髓内的神经束。脊髓前侧柱切断术仅用于晚期
癌症疼痛对其他治疗无效的情况。背根神经入口处毁损手术 (DREZ) 
可损坏脊髓传入疼痛信息的神经细胞。该手术用电极在大脑的目标
区域选择性地破坏神经元，从而达到手术目的。
大麻：吸食大麻是非法的，但支持者一直和使用其他镇痛药一

样使用大麻。实际上，很多年以来，美国政府将大麻以香烟的形式
贩卖。无数的声明将大麻用于医疗用途部分合法化，但这并不能使
违法使用大麻的人消失，也不能使医生有开大麻处方的权利。然而，
有医学证据可支持进一步的研究。大麻可结合于大脑很多区域的处
理疼痛信息的受体。
神经科学的研究将会使人们对疼痛的机制了解得更为透彻，使

得更多更好的治疗成为可能。阻断或干扰疼痛信号是开发新药时的
关键所在，尤其在无明显的组织受损或创伤时。

来源

国家神经疾病和卒中协会 (NINDS)，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Dana 基金会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慢性疼痛协会 (ACPA) 提供同行支持和慢性疼痛的
个体教育。免费电话 1-800-533-3231；www.theacpa.org

脊髓损伤康复证据 (SCIRE) 项目是一项由科学家、临床
医生和患者联合参与的加拿大研究，通过回顾、评
估和应用研究知识来建立脊髓损伤后的实践指南。
这里有关于疼痛的冗长章节。www.scire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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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健康

我们在呼吸时，空气进入肺部，与肺部的微血管进行血氧交换，血液
将氧气运送至全身各处。同时，血液中二氧化碳释放，随肺部呼气
时排出。
肺脏本身并不受瘫痪的影响，但胸肌、腹肌和膈肌可受其影响。

呼吸机收缩时，肺部扩张，引起胸内压变化，气体便进入肺内。
这便是吸气过程，需要肌肉主动收缩的力量。呼吸肌放松时，气体
从肺内排出。
若瘫痪发生在 C3 或更高水平，膈神经不再受到刺激，因此膈

肌不能正常工作。这时便需要机械辅助呼吸，通常是呼吸机。当损
伤在 C3 至 C5 水平时（膈肌正常工作），呼吸功能不全仍有发生：
吸气时膈肌下降，但肋间肌和其他胸壁肌不能使上胸壁全面扩张。
中胸段和以上水平瘫痪者可能不能进行深呼吸，不能用力呼气。

由于可能没使用腹肌或肋间肌，这些人也会丧失用力咳嗽的能力。
这可导致肺充血和呼吸感染。
清除分泌物：粘液性分泌物类似胶水，导致呼吸道两侧黏着，

不能正常充气。这种现象称为肺不张，也叫肺部分塌陷。很多瘫
痪者存在发生肺不张的风险。有些人很难控制感冒或呼吸道感染，
他们有持续存在的支气管炎。如果分泌物成为多种细菌的滋生地，
则有很大的风险发生肺炎。肺炎的症状包括气促、皮肤苍白、发热
和充血加重。
行气管造口术后上呼吸机的人可将肺内的分泌物吸规律地吸出，

频率可从每半小时一次至每天一次。
化痰药：频繁应用雾状碳酸氢钠可使粘稠的分泌物更容易排出。

雾状乙酰半胱氨酸可能诱发反射性气管痉挛，但其对化痰也有效果。
肺部感染要积极治疗：不论损伤节段还是损伤后时间，肺炎都

是脊髓损伤患者的首要死因之一。
咳嗽：辅助咳嗽是清除分泌的重要方式，助手用力抵住胃部和

上方，取代腹肌的力量帮助患者咳嗽。咳嗽是比海姆利克氏急救法
更为轻柔的动力。将该动力和自然呼吸节律相协调是很重要的。另
一种方法是叩诊，指在胸壁上轻轻叩击来帮助减轻肺部充血。
体位引流法应用重力将分泌物从肺底引流至上胸部，可以通过

咳嗽将分泌物咳出或将分泌物经食道吞咽。保持头部比脚部低的姿
势 15-20 分钟即可起效。



健康管理

瘫痪资源指南  | 101

舌咽呼吸通过大口快速吸入空气和将空气压入肺中，然后排出
积累的气体，可用于辅助进行更深的呼吸。该法可用于辅助咳嗽。
市场上有很多机器可帮助使用呼吸机的人进行咳嗽。Vest (Hill-

Rom www.thevest.com)，连接于气泵的空气软管与充气背心相连，
可使背心快速充气和放气，从而轻柔地对胸壁加压，来稀释粘液，
使粘液移至主气道来通过咳嗽或吸引排出。
咳嗽辅助器（飞利浦伟康公司；www.coughassist.com）通过

机械刺激来提高咳嗽功能。该设备先引发吸入气流，接着迅速进行
呼气气流。这样可以产生足够的峰气流来清除分泌物。如果有必要
使用，背心和咳嗽辅助器都在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克利夫兰 FES 中心的研究者发明了一种电刺激方案，一旦有

需求，可在四肢瘫痪的人中引发强制性咳嗽。该系统正在评估，尚
未进入临床。见 http://fescenter.org
呼吸机：机械性呼吸机有两种基本类型。负压性呼吸机，如铁肺，

可在胸部外面产生真空，使胸廓扩张，将空气吸入肺中。正压性呼
吸机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才出现，原理与负压性呼吸机相反，可直
接将气体鼓入肺中。呼吸机是有创的，需要在喉部开放一个与称为
气管导管的设备相匹配的气道。
无创性呼吸：包括高节段四肢瘫痪者在内的一些人曾成功使用

无创性的呼吸系统。呼吸机通过导管连接面罩进行正压通气。有必
要时患者可这样通气。无创性通气的主要好处在于，由于并未将气
道另外开放，细菌进入机体的可能性更小，因而较少发生呼吸系统
感染。另外，有些使用无创性呼吸系统的患者生活质量更高。因为

脱离通气机

数年前骑着摩托车摔倒后，Lazlo Nagy 从 C4 水平损伤，变成四肢瘫痪，开始使
用通气机。最后，他在护理室内接受着夜以继日的护理，精神相当紧张。“因为

很焦虑，我常常哭着睡过去。”我一直非常担心，“电池会没电吗？这个机器会一整
晚都工作吗？ ”听说 Christopher Reeve 的膈肌起搏器应用于临床试验后，Nagy 也植
入了一个膈肌起搏器。Nagy 说，“这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奇迹般的改变。”护理设施在
医疗补助行列内，要花费 $16,000/月。使用这个起搏器后，每月只需要 $3000，省了 

$13000/月。后来，我恢复了正常工作，结了婚。现在我十分自信，因为我可以自己
出去感受世界，而不用随时随地需要医护人员。起搏器让我更加自由，我感到很安全，
不用担心自己随时会突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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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在颈部挂上气管导管，无需频繁抽吸气管，所以他们所受限制
更少。当然，这种呼吸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使用者必须具有较
好的吞咽功能，也需要很多肺部专家的支持。由于并非很多临床医
生都了解无创性呼吸系统，所以该方式的应用性有一定限制。
另一种呼吸方式需要在胸部植入一个电子设备，可规律地发射

电信号来刺激膈神经，刺激膈肌收缩，从而使肺充满气体。膈神经
起搏器已经应用很多年。有两个公司提供膈神经刺激系统。艾利起
搏器自 FDA 批准医疗设备之前便开始应用，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
代中期。已有超过 2000 名患者使用艾利起搏器，现约有 600 个仍
在使用，有些艾利起搏器可持续使用近 40 年。该方式需要经手术
定位两侧的膈神经。暴露膈神经后，将其与电极缝合在一起。在胸
腔内同时需要植入一个很小的无线电接收器，可经贴于身体的外部
天线激活。更多细节见 www.averylabs.com。
突触系统是克利夫兰的先驱，早在 2003 年便被 Christopher 

Reeve 应用于早期临床试验。克利夫兰系统在 2008 年经 FDA 批准
可用于脊髓损伤病人的植入，该系统可经腹腔镜安装，因而更加
简单。在膈肌两侧各放置一个电极，其电线经皮肤与有电池的刺激
器相连。经 FDA 批准，突触系统也可用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患者。
更多信息见 www.synapsebiomedical.com
存在进展性神经肌肉疾病者，如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早晨头痛

常常是需要辅助呼吸的早期征象。由于睡眠时呼吸较浅，任何呼吸
体积下降均可导致问题，包括二氧化碳潴留可导致头痛。

预防呼吸问题
	• 保持适当的姿势和走动。每天坐立和卧床交替，预防充血。
	• 规律咳嗽。让他人手动帮助咳嗽，或自主咳嗽，或使用机器辅助。
	• 使用腹带支持肋间肌和腹肌。
	• 健康饮食，控制体重——过胖或过瘦均可出现问题。
	• 大量喝水。水可防止分泌物粘稠，便于咳嗽排出。
	• 不要吸烟，不要吸二手烟。吸烟不仅可致癌，还可降低血
氧浓度，提高胸腔和气管的充血，降低清除肺部分泌物
的能力，破坏肺组织，增加呼吸系统感染的风险。

	• 锻炼。每个瘫痪者都可以从适当的运动中获益。高
水平瘫痪者，做些呼吸运动是很有帮助的。

	• 接种流感和肺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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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夜间反复醒来，因为较浅的呼吸可导致突然的缺氧
从而使人憋醒。睡眠质量下降会造成白天困倦、嗜睡、焦虑、易激惹、
精神混乱和生理问题，如胃口差、恶心、心率加快和疲乏。BiPAP 
（双正压型呼吸机）是一种有很大需求的无创性通气设备。BiPAP 
不是生命支持设备，并不能完全取代呼吸。该设备通过覆盖于患者
鼻子上方的面罩将空气压入肺中，之后面罩内压力降低，以便患者
将气体呼出。BiPAP 最常用于睡眠呼吸暂停，此类人的特征在于睡
眠时打鼾且出现缺氧。睡眠呼吸暂停很多因素相关，包括高血压、
卒中和心血管疾病、记忆问题、体重增加、性无能和头痛等。
睡眠呼吸暂停更多见于存在脊髓损伤的人，该比例约占到 25%-

40%，尤其是四肢瘫痪者。但具体原因尚不明确。脊髓损伤的人很
多都肥胖，而肥胖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危险因素。很多脊髓损伤
的人不能改变睡眠姿势，只能仰卧位，常常导致呼吸阻塞的出现。
呼吸肌无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可能是特定的药物（如巴氯芬，
已知其可减慢呼吸）影响了睡眠模式。高位颈部损伤者依靠颈部和
上胸部肌肉呼吸，他们更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因为人在睡觉时
这些肌肉是兴奋性降低的。
对存在神经肌肉疾病的人来说，BiPAP 可将有创性通气、膈肌

起搏器的必要性延期数月或数
年，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些
人将 BiPAP 作为上呼吸机前的
一个过渡阶段。
气管造口术后护理：有很

多气管造口术导管相关的潜在
并发症，包括不能正常说话或
吞咽。人们设计出特定的气管
造口术导管来将呼气时的气体
排出，从而使病人可在特定的
间歇期说话。另一种气管造口
术相关的并发症是感染。细菌、
病毒等本来可被人体口鼻处的
天然机械屏障所阻挡，但置于
颈部的导管对人体来说是异物，
因此存在引入病原体的风险。

CHRISTOPHER VOE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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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洁并保护造口部位是预防感染的一项重要措施。
脱机（移除呼吸机）：总体来说，存在 C2 和以上水平的完全性

神经损伤的病人已经不存在膈肌功能，需要一直使用呼吸机。存在 
C3 或 C4 节段完全性损伤者的膈肌可能有功能，因此有脱机的可能。
损伤水平在 C5 及以下者，其膈肌功能完好，初期也许需要使用呼
吸机，但通常之后可以脱机。脱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可降低很
多气管造口术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也减少了很多医疗花费。
锻炼：呼吸肌在代谢上和结构上都有很强的可塑性，运动训练

对加强呼吸肌很有用。呼吸肌训练可改善呼吸肌功能，也可明显减
少呼吸系统感染。市场上有很多手持设备可用于呼吸肌训练。

来源

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Craig 医院，康复医学科，
美国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协会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国际呼吸机使用者组织网络 (IVUN) 是供使用呼吸机者、
肺脏专家、儿科医生、呼吸治疗师、呼吸机生产厂
家和供应商等人进行交流的资源平台。以来自健康
专家和敢于尝试通气设备者的时事通讯和文章为
特色。www.ventusers.org

无创性机械通气选择和肺脏康复中心。John Bach 博士
领导下的新泽西中心称，他们为几十个气管导管使
用者移除了气管造口导管，并教会很多人不用呼吸
机进行呼吸。
www.theuniversityhospital.com/ventilation

美国瘫痪老兵，支持脊髓医学联盟，提供权威的呼吸系
统管理临床实践指南。免费电话 1–800–424–8200；
www.pva.org，点击 “出版物 ”。提供消费者指南。

脊髓损伤康复证据 (SCIRE) 项目是一项由科学家、临床
医生和患者联合参与的加拿大研究，通过回顾、评
估和应用研究知识来建立脊髓损伤后的实践指南。
有关于呼吸系统的章节。www.scire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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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护理

瘫痪者出现皮肤问题的风险很高。活动能力受限，加上感觉功能受
损，可导致褥疮这种毁灭性的并发症。
皮肤非常牢固和柔韧，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它可以保护机体

的细胞不受空气、水、异物和细菌等的伤害。皮肤对伤害很敏感，
拥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但皮肤不能长时间受压。褥疮涉及到对
皮肤和皮下组织的损害。褥疮，又称压疮，从轻度（皮肤稍红）到
重度（很深的伤口，感染可一直到肌肉和骨头）程度不等。持续施
加于皮肤的压力挤压供应皮肤氧气和营养的微血管。当皮肤缺血时
间过长，组织会坏死，便形成了褥疮。
躺在床上或椅子上会使血管伸展或弯曲，造成压疮。身体在床

上蹭时，皮肤会擦伤。撞击或跌倒可能会损伤皮肤，但并不会立马
出现症状。褥疮的其他原因包括压迫皮肤的支撑物或硬物。另外，
感觉缺失的人更容易被烫伤。
压力造成的皮肤损伤多首发于骨头和皮肤表面较接近处，

如臀部。这些骨性突起会从里面对皮肤施压。如果外面也有硬质

褥疮分期
I 期：皮肤发红但尚未破损，去除压力后 30 分钟内红色不褪去。处理：暴露病变处，

保持干燥清洁。寻找原因：检查床垫、坐垫、转移方式和翻身方式。
II 期：皮肤表层破损。伤口很浅但是开放的，可能需要引流。处理：处理同 I 期，

并用清水或盐水清洗伤口，并小心地擦干。可用透明敷料（如 Tegraderm）或水胶体
敷料（如多爱肤）。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及时咨询医务人员。
出现问题的征象：褥疮越来越大，开始出现异味或引流物变成绿色。发烧说明情

况不妙。
III 期：皮肤进一步破损，从真皮达到皮下脂肪组织。此时需要就医。情况变得严重，

可能需要特殊的清洁或清创药剂。此时要积极就医，不能拖延。
IV 期：皮肤破损，直达骨头。出现很多坏死组织和很多引流物。这种情况可能有

生命危险。可能需要手术处理。
愈合：当褥疮变小，伤口周围有新生的粉红色皮肤。可能会出血，但这是好现象，

表明血液循环已经恢复，有助于伤口愈合。要有足够的耐心。皮肤修复并没有那么迅速。
受损部位何时才能重新承受压力？只有当褥疮完全康复，即皮肤表层未破损，且外
观正常之后，才能再次承受压力。最开始承受压力时，每 15 分钟休息一次。需要数
日才能使皮肤逐渐建立对压力的耐受。若皮肤发红，要立即去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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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皮肤的血液供应便被掐断。由于瘫痪本身会降低身体的循环
速率，皮肤氧气供应较少，对缺血的耐受性下降。机体会通过输送
更多的血液至缺血区域以进行代偿。这可能导致水肿，从而造成对
血管更大的压力。
皮肤溃疡最开始是皮肤某个区域泛红。变红处可能较硬且热。

肤色较黑的人，受损处可能会较亮。这个阶段的损伤是可逆的。
若及时解除压迫，肤色可以恢复正常。
若压迫未及时解除，可能形成水疱或结痂，这意味着皮下组织

开始出现坏死。此时要立即解除该部位的压迫。
下个阶段，坏死处开始出现溃疡。皮肤表面的坏死组织经常很小，

但组织损伤可波及骨头。
皮肤溃疡者需要住院或卧床数周甚至数月才能使溃疡愈合。

复杂性褥疮可能需要手术或皮肤移植。这些需要花费数千美元，
同时需要脱产、休学很长时间。
很多因素可以使皮肤伤口的治疗复杂化，包括难治性感染、痉挛、

额外压力和患者的心理状态（褥疮患者可能出现自卑和冲动行为）。
褥疮可以预防，这听起来也许觉得过于美好，但却一直是事实。
精心的护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保护皮肤不受影响。
有很多种防压疮的器具，包括特制的床、床垫、床单或坐垫等。

与专业治疗人员交流，了解这些可选的器材。更多选择见第 268 页。

Christopher Reeve 的过世

 Christopher Reeve 于 2004 年死于脓毒症导致的心功能衰竭。脓毒症又称脓毒血症，
指感染从原发病灶（如皮肤溃疡或膀胱感染）经血液扩散至全身其他器官。Reeve 到
底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很显然，他的死和褥疮相关。确切的说，Reeve 有不止
一处皮肤溃疡，且在死前几周经历了凶险的脓毒症。但据在
临终前陪伴他的人说，Reeve 并无提示脓毒症复发的症状（无
发热、畏寒、乏力、心神不宁、焦虑、意识模糊）。

Reeve 的死亡与褥疮并无直接关联。据 Dana Reeve 所说，
Reeves 更可能的死因是对为控制感染所用的抗生素的反应
（他曾有药敏史）。Reeve 立即出现休克（过敏性），但并无
脓毒症。

Reeve 选择将自己的人生过得充实而幸福，一切尽可能
地按他自己的意愿。那才是他最为不朽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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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特制的坐具和卧具，见 www.abledata.com。有种专门供夜间自
己不能也无他人可帮其翻身的产品：自由床是一个自动侧向旋转系
统，可无噪声地旋转 60 度；www.pro-bed.com
永远记住，一线防护是做好自己的皮肤护理。每天检查皮肤，

不能看到的区域可用镜子帮助。良好的饮食、卫生和定期的压力舒
缓有助于皮肤保持健康。保持皮肤清洁和干燥。出汗或分泌物导致
的皮肤潮湿处可能更容易受损。大量喝水。一个伤口或溃疡每天
可丢失 1 夸脱水。每天喝 8 到 12 杯水。记住，这里说的水不包括
啤酒和白酒。实际上，酒精可以使身体丢失水分或成为脱水状态。
同时要注意保持体重。太瘦的话会造成骨头和皮肤之间的缓冲垫变
薄，即使很小的压力也可能造成皮肤的损伤。当然，太胖也是有风
险的。较胖的人脂肪垫更厚，但身体要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不要吸烟。
研究显示烟瘾大的人更容易发生皮肤溃疡。

来源

美国瘫痪老兵，Craig 医院，国家医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
康复部门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瘫痪老兵，支持脊髓医学联盟，提供权威的皮肤护
理临床实践指南。PVA，免费电话 1-800-424-8200，
www.pva.org，点击 “出版物 ”，之后 “医学指南 ”。

Craig 医院，受国家残疾人和康复研究协会的资金支
持，已开发出帮助脊髓损伤病人保持健康的教育资
源。www.craighospital.org，点击 “脊髓损伤 ”，之
后 “健康和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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痉挛

痉挛状态是瘫痪的副作用之一，从轻微的肌肉僵硬到严重的不可控
的下肢运动均为痉挛状态。一般情况下，医生将肌张力极度紧张的
状态称为痉挛性肌张力增高。该状态的出现与脊髓损伤、多发性硬
化、大脑性麻痹或脑部创伤有关。症状包括肌张力增高、肌肉颤动、
深反射亢进、肌肉痉挛、剪刀状步态（不自主的双腿交叉）和关节
僵硬。
患者受伤后，由于脊髓休克会最先出现肌力减弱：损伤水平以下，

身体的各种反射消失；这种状态通常可持续数周或数月。脊髓休克
期结束后，身体的反射可恢复。
痉挛常由大脑或脊髓控制自主运动的部分受伤造成。由于损伤

水平以下的神经信号被阻断，因此神经信号不能传入大脑的反射控
制中枢。于是脊髓便要处理身体对刺激作出的反应。由于脊髓的效
率比不上大脑，传回感受部位的信号常被放大，表现为过度活跃
的肌肉反应或痉挛性肌张力增高：这是一种不可控制的震颤运动，
可有肌肉僵直、肌肉或肌群休克样收缩和肌张力异常。
多数脊髓损伤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痉挛。颈部损伤和不完全损

伤的患者比四肢瘫痪和 /或完全损伤的患者更容易出现痉挛性肌张
力增高。痉挛最常见于屈肘（屈肌）或伸腿（伸肌）的肌肉。反射
通常是机体对疼痛的自主反应。

“脑虹 ”大鼠的大脑皮质神经元在哈佛大学 Lichtman 实验室被标记为不同颜色，
以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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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会促进康复或恢复日常活动，痉挛状态并非只有坏处。
有些人巧妙地利用肌肉强直的好处，如可排空膀胱，可移动身体
或穿衣服。其他人利用痉挛性肌张力增高保持肌张力，促进血液
循环。痉挛状态还有助于保持骨骼的强度。在一项较大的关于脊
髓损伤的瑞典研究中，68% 为存在痉挛状态者，但仅有不到一半
人表示，痉挛状态会降低日常活动能力或造成疼痛从而为自己带
来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痉挛情况发生变化：当患者的痉挛情况有所变化时，要密

切关注。例如，肌张力增高可能意味着脊髓上形成了囊肿或空洞
（创伤后脊髓空洞症）。如果不经治疗，囊肿可导致进一步的功能丧失。
神经系统以外的问题，如膀胱感染或皮肤溃疡，均可使痉挛状态加重。
痉挛状态的治疗常用药物，如巴氯芬、安定或替扎尼定。有些

情况严重的病人使用可再充式巴氯芬泵。这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植入
的药泵，可直接将药物送至脊髓损伤部位。这种方式可提高血药
浓度，而没有大剂量口服常有的思维迟钝的副作用。
包括肌肉伸展、活动范围训练在内的物理治疗和其他理疗方案

均有助于预防关节挛缩（肌肉萎缩）和减轻症状。恰当的姿势和体
位对于坐轮椅和卧床者缓解肌肉僵直来说非常重要。有时用矫正术
来控制痉挛状态，如踝足支具。低温治疗（冷冻疗法）也可减少肌
肉活动。
很多年以来，医生使用苯酚神经阻滞剂来使导致痉挛的神经

死亡。近年来，一种更好用但也更加昂贵的神经阻滞剂，肉毒杆菌
毒素（Botox）越来越受欢迎。Botox 注射一次可起效 3 至 6 个月。
机体会产生对该药物的抗体，用得越久，效果越不明显。
对于脑瘫患儿，有时需要外科手术进行肌腱松解，或移除神经

肌肉通路。如果痉挛干扰了患者坐下、洗浴或基本护理，可考虑选
择性背根切断术。
瘫痪者很多都有痉挛状态。治疗方案应该基于每个人自身的功

能情况：痉挛状态是否让你不能做某种特定的活动？是否存在安全
风险，如坐轮椅或开车时可能失去控制？抗痉挛药物是否使症状加
重，影响了你的注意力或精力？咨询医生，了解所有的可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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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家神经疾病和卒中协会，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脑瘫联合协会，
国家脊髓损伤统计中心，Craig 医院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敦力公司生产可植入式泵用于巴氯芬等控制痉挛的药
物给药（鞘内注射）。www.medtronic.com

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提供关于痉挛状态的信息和资源。
免费电话 1-800-344-4867，或在 www.nationalmsso-
ciety.org搜索 “痉挛状态 ”

Craig 医院受国家残疾人和康复研究协会的资金支持，
已开发出帮助脊髓损伤病人保持健康的教育资源。
www.craighospital.org，点击 “脊髓损伤 ”，之后 “健
康和福利 ”。脊髓空洞症 | 脊髓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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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空洞症 | 脊髓栓系

脊髓空洞症和脊髓拴系可在脊髓损伤数月至数年后发生。在创伤
后脊髓空洞症中，脊髓内形成了囊肿或充满液体的空腔。这个空
腔可随着时间而扩张，可从脊髓损伤水平扩张两个或更多的脊髓阶
段。脊髓空洞症和脊髓拴系的临床症状相同，包括脊髓持续性恶化、
进行性感觉或肌力丧失，伴出汗、痉挛状态、疼痛和自主神经反射
不良。自主神经反射不良是患者完全康复很久之后又出现的新的功
能不全。
脊髓拴系指瘢痕组织形成且将脊髓牵拉于硬脊膜处的软组织

膜。瘢痕会阻断脊髓周围脑脊液的正常流通，也会妨碍膜内脊髓的
正常运动。拴系导致囊肿形成。囊肿可在无脊髓空洞症证据时形成，
但创伤后囊肿形成并不会在没有脊髓拴系时形成。
若无棒状、金属、子弹碎片等，可用核磁共振检测脊髓中的囊肿。
脊髓拴系和脊髓空洞症需要手术治疗。解除拴系需要用到精巧

的手术来松解脊髓周围的瘢痕组织，恢复脑脊液的流通和脊髓的
移动。另外，需要在拴系处放置一小块移植物来支撑硬脊膜，降低
瘢痕再次形成的风险。如果有囊肿，需要在腔内放置分流器将囊内
液体引流。手术常可提高肌力，减轻疼痛，但并不是总能使患者恢
复感觉功能。
脊髓空洞症也发生在一种先天性脑部畸形 Chiari 畸形的人中。

胎儿发育过程中，大脑下部从颅骨底部突入椎管的颈段。症状包括
呕吐、头面部肌力弱、吞咽困难和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四肢瘫痪
也可能发生。有 Chiari 畸形但以前从没出现症状的成人和青少年
可能出现提示疾病呈进展性损害的症状，如不自主的快速的眼球向
下运动。其他症状包括头晕、头痛、复视、失明、共济运动失调、
眼周急性疼痛发作。
脊髓空洞症也和脊柱裂、脊髓肿瘤、蛛网膜炎和特发性（原因

未知）脊髓空洞症有关。MRI显著提高了脊髓空洞症早期诊断出来
的比例。虽然咳嗽或突然用力可以导致急性发作，但整体来说疾病
的体征是慢慢进展的。
虽然治疗不及时可能导致脊髓的不可逆损伤，但多数人手术后

病情更稳定或有轻度改善。脊髓空洞症术后复发可能需要再次手术。
长期看来，手术也许并不能完全成功。多达一半的接受治疗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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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年内再次出现症状。
来源

国家神经疾病和卒中协会，美国脊髓空洞症和 Chiari 联盟计划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脊髓空洞症和 Chiari 联盟计划提供脊髓空洞症、
脊髓拴系和 Chiari 畸形的信息，资助相关研究。
免费电话 1-800-ASAP；www.as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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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处理和调整

不管是意外导致瘫痪还是慢性疾病长期进展而瘫痪，人们刚开始往
往会十分痛苦。他们的家人也进入这个怪圈，开始抱怨为什么是自
己的亲人遭遇这些，他们感到无助、后悔。每个人面对得失都有自
己的方式，这里有一些人分享的情绪调整办法。
起初，很多人不能正视自己已经瘫痪这个事实。他们拒绝接受

自己身体的变化，拒绝承认自己不能动的事实，而这并不能让事
情好转。有些人将受伤视为跟流感一样会随着时间而变好的问题。
心理学家称这种为否认事实。Elisabeth Kübler-Ross 曾将悲痛分级，
他认为拒绝承认是人们在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后的一个心理缓冲
阶段。
有些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接受事实，以此为借口不做任

何事，或做太多事来克服身体限制，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然而，
大多数人会开始了解自己的情况，并对已经发生的事产生自己的想
法。当否认慢慢褪去，人们开始出现希望。于是开始了心态调整过程。
当人们不再否认事实时，常常出现其他负面情绪——愤怒，

狂暴，嫉妒和怨恨。这些可被视为个体动员其他防御方式前的防
御机制。有时候人们会内疚，尤其是由于自身的错误判断或自伤性
行为导致残疾的人，内疚感会更强烈。当一个人失去正常生活时，
他们也常常厌恶自己。
很多生活在残疾的阴影中的人，包括残疾人本身和他们的家人，

会变得极度沮丧。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被害者，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毁了，
再也不能过理想的生活，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这些人也许会对他
人充满敌意。很自然，这会给护理者和爱他们的人很大的压力。愤怒
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不加以释放，而使其在内心燃烧。最好的方法是
让内心的愤怒释放，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到底该怎么做？
有些人在宗教信仰中找到安慰，有些人通过冥想让心宁静下来。
恐惧是另一种常见的感受：这些糟糕的事情到底会带来什么？

还会更糟吗？我的另一半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还会有人爱我吗？
我还能正常工作吗？还会有人尊重我吗？大多数人最恐惧的是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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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这些想法在刚刚遭受瘫痪的人中很常见。这些
想法即使不合理，也会在很多人中持续很久。
瘫痪后极度悲伤是很正常的，毕竟失去了那么多东西。但悲伤

总会过去。不要把我们都会经历的忧郁和抑郁混淆。抑郁症是一种
疾病，可造成懒散、注意力难以集中、食欲或睡眠时间明显改变、
沮丧、无助或无价值感。有抑郁症的人可能会产生自杀想法。脊髓
损伤者自杀比非残疾人群更多见。它是小于 55 岁的脊髓损伤患者
死亡的重要原因。
确切地说，瘫痪会使人产生很多情绪和感觉，但大多数是消极的。

一个人对这一切的反应可能导致不利于健康和幸福的行为。例如，
一个感觉自己没有价值的人可能不会好好护理自己的膀胱或皮肤，
也不会关注自己的营养状态。另外，曾有酗酒史和 /或吸毒史的人
可能会重操旧业，破罐子破摔。另外一些人可能开始喝酒或吸毒来
缓解焦虑。不健康的行为导致不健康的结果。忽视个人护理（称为
“存在主义自杀 ”）使很多健康问题的风险增高，如呼吸系统并发症、
尿路感染、褥疮等。
人们会自己处理有害的情绪。于是开始另一种调整模式。通常

来说，在瘫痪后的某个时间，即使仍抱着情况会好转的愿望，人们
会开始承认自己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和有类似经历的人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

社区都有瘫痪相关的每种疾病的同伴支持小组，包括里夫基金会同
伴和家庭支持项目。网络是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将瘫痪的幸存者们
联系起来，他们经历过同样的痛苦，让感到沮丧的瘫痪的朋友认
识到，前面还有充满希望的未来等着他们。
只要有充足的时间，人们最终会向失去很多的事实妥协，步入

悲痛的最后一个阶段：接受。大多数人会较为现实地看待他们的
情况，找到生活的意义，开始为以后的生活做出规划。
调整心态最终取决于动力。开始时，人们仍然相信瘫痪或许可

以恢复，于是十分积极地治疗，加强肌力，恢复功能。很多脊髓
损伤的人一直希望自己能重新站起来。瘫痪的治疗方式即将出现，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前走，展开充实的生活。希望恢复功能是正
确的，并非不现实的。但如果只是等待医学研究带来新的治疗方式
而自己无所作为，这只是一种拒绝承认事实。
那些瘫痪后很好地适应生活的人有自己的个人目标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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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养家糊口。有这些目标的人其生活满意度
更高，他们较少对自身的情况感到自卑。你是怎么激励自己的？
想想自己以前都想要些什么，也许会有些帮助。大多数人在瘫痪前
后有相同的个性、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幽默。所以瘫痪后没有理由不
继续为了这些而活着。
当然，瘫痪后要做之间要做的事确实是个挑战。这意味着要学

习很多新方法来解决问题。也许需要寻求他人帮助，一切都靠自己
甚至已经显得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固执。求助是可以的，这是一
种得到需要的事物和完成事情的方式之一。
瘫痪后调整心态需要一个过程。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感觉和行

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要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现实的，什么
是合理的，这些都需要时间。要重塑个性，寻找一段关系中新的平
衡，发现哪些才是重要的，这些也需要时间。负面情绪会限制住自
己，但这些都可以转化成正面情绪。尽最大可能保留自己的选择权。
不要忽略在类似环境中的周围的人，他们的支持和经验都很有帮助。
弄明白下一步要做什么，自己要怎样做到。

愤怒管理

我们不能让愤怒消失，即使能，这也不是一个好事情。生活总会让我们经历沮丧、
疼痛、得失和他人不可预知的行为。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但我们可以改变这些事

情对我们的影响，尤其当愤怒已经成为一种病态时。
一些简单的方式方式，如深呼吸和想些愉快的事情，都有利于我们冷静下来。试试

下面的方法：
• 深呼吸，感受到膈肌在用力；用胸壁呼吸并不能让人放松。想象气体从你的肚子

里涌出。
• 自己默念 “放轻松 ”“不着急 ”。一边深呼吸，一边重复这些给自己打气。
• 想象法。调动记忆中或自己想象出一种放松的场景。每天练习这些方法，提醒自己，

这个世界并不是要伤害你。
来源：美国心理协会；www.a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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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研究和培训中心关于脊髓损伤继发状况的研
究 /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西班牙康复中心；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
魁北克截瘫协会；美国瘫痪老兵；美国卒中协会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里夫基金会同行家庭支持项目 (PFSP) 提供情感支持、指
导和来自瘫痪后仍拥有幸福生活的导师 /同辈的
真实经历。免费电话 1-800-539-7309，或见 www.
paralysis.org/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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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好自己的生活

“从苦难中醒来也是可能保持平静的。”这是临床心理学家 Daniel Gottleib 的主要观点
之一。另一个观点是 “残疾和幸福之间并无关系 ”。第三个观点他曾重复过很多次，

“不要花费太多精力在追求想要的生活或逃离所恐惧的生活 ”。“要过自己所拥有的生活，
让生活充实，充满爱和感激。”

Gottlieb 充满激情和智慧的个人描述传达了这些观点。他是典型的自己受伤的医
治者，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四肢瘫痪中度过。Dan 博士在费城很有名，他在这里安家，

Dan 博士，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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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公共广播电台主持一个每周的节目，“家庭的声音 ”。Dan 博士从 1969 年开始心
理学事业。他和妻子有两个女儿。1979 年，他从一起凶险的摩托车事故中幸存，
但却从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很多年他都在绝望中，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伤痛和得失。
他说自己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不安全感、羞耻和抑郁。他开始憎恨自己的身体，
他将这称为 “恐怖分子 ”。

“大多数情况下，”Gottleib 说，“我都是自爱自怜，感觉
自己是受害者。”他的父母和姐妹都死了。他的婚姻破裂了，
后来前妻死于癌症。他的外孙生来就有学习障碍。这么多年
来，他自己的健康出现了很多不可预料的起伏。
在这过程中，Gottleib 发现自己有很强大的恢复力。停止

同情，他让自己强大起来走出这场生活的风暴。“不要与
你所拥有的生活抗争，”他说。“是的，外面有很多苦难。
也有很多消除苦难的方法。但我们的头脑中都有特定的描述，
怎样处理这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走路，什么时候膀胱才能
正常工作，什么时候体重会下降，什么时候我们的另一半会改变，什么时候保险公司
会来——我们的头脑中有对环境的构想，我们需要让自己快乐。过你所拥有的生活，
而非等待你想要的生活，或渴望你曾经的生活。“

Gottleib 经常遇到期望特定的结果的残疾朋友。“他们一直在等待明天，告诉自己 ‘那
将是我快乐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希望就是相信不管今天情况如何，明天都会带给我
快乐。”

Gottleib 的博客名为 “治愈身心 ”，会定期发布关于对待残疾和举办生活论坛的信息，
Christopherreeve.org。这些开放的的公共的讨论使得 Gottleib 帮助人们处理愤怒和化
解悲痛。

过你所拥有的
生活，而非等
待你想要的生
活，或渴望你
曾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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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和家庭支持项目

一项新的伤害或诊断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可能是压倒性的和令人恐
惧的。解开困惑和展望未来最确定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已经经历过
相同情况的人。里夫基金会的同伴和家庭支持项目 (PFSP) 确信总有
一个人在那里帮你。在整个美国的社区中，PFSP 为遭受瘫痪折磨
的患者、家人及照料者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以及当地和全国范围
的信息与资源。导师让包括服务人员在内的受瘫痪影响的人度过健
康和充实的人生。

PFSP 为所有人提供一对一支持，不论刚瘫痪还是已瘫痪多年，
只要你想和导师交流，都包括在服务人员之内。导师会分享并理解
每个人的情况，会提供建议、联系和友谊，也可能会让一个人重燃
对生活的希望。有些私人和隐秘的事情是不适合讨论的，除非对方
有过相似的经历。而这就是 PFSP 所致力于的。有些医疗护理和康
复器械相关的事情，或非常私人的事情，正是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有
所帮助。
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Steve Kenny 来自佛

罗里达杰克逊维尔，从 1993 年跳水发生事故后出现 C5/C6 脊髓损
伤。他是 PFSP 的东南部区域协调人，他指导最近遭遇脊髓损伤的
人在布鲁克斯康复中心当地做志愿者。自从成为 PFSP 的认证导师，
Kenny 和其他 Reeve/Brooks 导师已经帮助几十个人。Kenny 帮助过
一个刚受伤的人避免绝望。

“我在杰克逊维尔的创伤中心见过一个高水平脊髓损伤的人，
他当时仍在重症监护室。”Kenny 说。“他曾要求 DNR（拒绝复苏）。
他的母亲被击垮。我和那个年轻人和他的母亲交谈，向他们展示我
的生活依然很充实很幸福。第二天，他们取消了 DNR，决定继续
治疗。”受到 Kenny 的鼓舞，那个人发展到门诊治疗，还参加了一
个专门的健身房项目，让他能继续独立进行体力活动和强健身体。
如果你是瘫痪的，或许你瘫痪者的父母、配偶、家人或朋友，

也许你会从有过瘫痪经历的人那里获得帮助。Reeve 基金会同伴导
师很善于用自己的个人见识和训练来帮助你。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
同伴导师让瘫患者以及服务人员、家人、朋友和护理人员都能

够达到健康和幸福，避免瘫痪常见的继发健康问题。
PFSP 一直欢迎新的导师到来。如果你是瘫痪的人，乐观且从容

应对一切，拥有让他人实现目标的生活技能，为什么不来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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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导师，分享你的经验呢？ PFSP 的目标在于将有相似的年龄、
性别、瘫痪水平、宗教等的有资质的导师和客户进行匹配。欢迎退
伍老兵加入我们的辅导制团队，同样欢迎他们的家人、朋友和护理者。
如果你想与导师对话，成为我们的一员，请联系 PFSP，免费

电话 1-800-539-7309；电子邮箱 peer@ChristopherReeve.org，或访问 
www.ChristopherReeve.org/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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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医学

有很多种替代医学方法可能对脊髓损伤或脊髓疾病的患者有益。虽然
这些维持健康和愈合的方法并非现代医学的主流，但它们是沟通东方
医学和西方医学的桥梁。我们不能将替代医学视为常规医疗的替代品，
而应将其视为一种赞美。
哲学博士 Laurance Johnston 是美国瘫痪老兵的前任研究主任，

他曾经就脊髓损伤替代疗法进行过信息汇编。他的书《替代医学和
脊髓损伤：主流之外》详细地讲述了很多我们可能在大多数康复中
心都没有听说过的治疗方法。对这个问题他很开明：“扩展生理残
疾者尤其是脊髓损伤和多发性硬化者的治疗谱，让这些人关于自己
的医疗做出明智的决定 ”。

Johnston 指出，很多医生可能会不建议病人使用替代医学，但
主流医学不见得很安全：超过 100000 人在医院死于不良药物反应；
两百万人住院期间发生之前从未有过的感染；医疗错误每年可造成
多达 100000 人死亡。Johnston 说：“这些统计数据和脊髓功能障碍
者尤其相关，因为他们出现用药过度、危及生命的感染和住院更久
的情况更多。”
担心替代医学方法未经严格的临床研究证实？事实上，这些治

疗方法并无高等级证据支持。但据 Johnson 称，仅有 10%-20% 的临
床实践经过科学验证。“最常见的是，和替代医学一样，医学更多
的基于临床经验。”下面是替代医学的一些优势：
针灸：针灸可改善感觉、肠道和膀胱功能，可缓解多发性硬化

患者的肌肉痉挛，提高视力、睡眠、性功能和膀胱控制能力。

年老：不是只有弱者才会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脊髓损伤患者的预期寿命约为 18 个月。现在，这个人群的预
期寿命更加接近普通人群。同时，瘫痪者也可能经历正常人所发生的健康问题。普

通人群中，心脏病、癌症和中风都是头号杀手。和普通人群不同，脊髓损伤患者更容易
出现呼吸系统疾病、感染、其他心脏病、良恶性肿瘤、高血压和缺血性心脏病。这些数
据来自脊髓损伤模型系统数据库。
脊髓损伤者死于肺炎者比普通人群高五倍。研究发现，有心脏病或卒中的脊髓损伤

者死亡率是正常人的两倍。冠心病可导致几乎 1/4 的脊髓损伤者的死亡。糖尿病和肥
胖风险增高、活动水平下降和身体构成改变都可以增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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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可减轻中枢性疼痛。
印度韦达养生学：印度古老的神奇的医学，力求使人保持健康，

远离疾病。该理论建议在受伤后用某些香料清除毒素，包括姜黄、
黑胡椒、姜、胡荽、茴香和甘草。
草药：很多草药可特异地营养神经系统。新鲜的黄芩（唇形科）

提取物可减轻神经炎症；服用乳白色燕麦（即未成熟的燕麦种子）
可能有助于神经髓鞘再生；白芷花（伞形科一种常见的野草）外敷
是西班牙西南部治疗神经损伤和刺激神经再生的传统方法。
芳香疗法：该疗法用精华油预防呼吸系统感染，促进粘液排出，

抗抑郁，改善睡眠。价格低廉且无副作用。
磁铁：有说法称磁疗可改善循环，促进伤口愈合，缓解腕管综

合征。
埃德加凯西：美国最著名的医疗直觉师，他相信多发性硬化

的主要病因在于缺少金。他的治疗方法需要通过两个电治疗设备、
湿细胞电池和放射设备为人体注射金的振动能。他针对脊髓损伤的
治疗建议也强调了金振动能的使用。
见 www.healingtherapies.info 和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 

http://nccam.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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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冥想，祷告

正念是让嘈杂从头脑中清除出去的方式。正念并非要去身体力行地做什么，而是要
静坐，感受此刻正在发生什么——并非用语言和思考，而是不带评判、不带主

观观念和任何导致压力的负担的倾听。观察那些想法和情绪，但不要带有评判，仅仅
是观察而已。
正念冥想并不难，没有对与错，但要让心灵平静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也许

会走神。没关系，只要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想法上，然后让它们消失。
刚开始时每天 10-20分钟。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不需要任何花费。只需要一个安

静的空间。多数人在冥想时会闭上眼睛，但也可以注视某个物体，比如一根蜡烛。
将注意力集中在火苗上可能会更容易清除头脑中的嘈杂。
最重要的是专注，专注可以帮助你远离造成压力和担忧的事情。专注于某样特

殊的物品，如一幅图，一段祷文。开始时可以专注于呼吸。集中注意力吸气和呼气，
慢慢的放松下来。如果走神了，要及时让注意力回
到呼吸上。
当冥想的技能提高时，有意识地观察压力的

释放，从头开始，至眼睑、手指，慢慢下降到脚
趾。让放松通过呼吸进入每一块肌肉和身体的每个
地方。
祷告是最有名和最多见的冥想。有些人用宗教

祷文来使心灵专注、放松和平静。
 冥想的临床效果越来越明确。很多医学中心都

教授正念，帮助人们处理很多生理和心理症状，包括缓解焦虑、疼痛、抑郁，改善心
情和提高自我评价，缓解压力。有些人用冥想提高创造力或提高自身的表现。
更多信息见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 

http://nccam.nih.gov/health/meditation/over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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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锻炼

如果现在没有时间锻炼，什么时候才会有时间呢？锻炼什么时候都
不晚。锻炼有益身心，不管四肢健全与否，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锻炼。
有些人锻炼是为了树立形象。锻炼还可以是为了更加强壮，为了加
强耐力和毅力，为了促进关节的灵活和柔韧，为了缓解压力，为了
改善睡眠，或者仅仅是因为锻炼让人感觉很好。
不要质疑，锻炼对你是有好处的。它可以预防一些继发疾病，

如心脏病、糖尿病、褥疮、腕管综合征、阻塞性肺疾病、高血压、
尿路感染和呼吸系统疾病。研究显示，进行有氧运动的多发性硬化
患者的心血管状况更好，膀胱和肠道功能更好，乏力和抑郁更为
少见，生活态度更加积极，社交活动更加活跃。

2002 年是 Christopher Reeve 脊髓损伤的第 7 年，他已经恢复
了适当的运动和感觉功能。Reeve 的恢复讽刺了曾经的医学期望，
且对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坚信自己的功能恢
复是积极的体力活动的功劳。从受伤那年，他开始锻炼。5 年后，
当他首次发现自己可以自主控制拇指运动时，Reeve 开始在当时在
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 John McDonald 博士的监督下进行高强度
运动。John McDonald 博士提示，这些体力活动可能弱化了主导的
神经通路，从而促进了康复。

Reeve 的活动包括日常的电刺激，用于增加上肢、四头肌、腘绳
肌腱和其他肌群的肌肉质量。他骑功能电刺激 (FES) 单车，做自发
性呼吸训练，也进行了水疗。在 1998 和 1999 年，Reeve 进行了跑
步机（步行）训练来促进功能恢复。更多 FES 单车测功计见下文。
更多关于步行训练的内容见第 100-101 页。
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或应该期待通过锻炼可以恢复功能。但锻炼

还是有很大好处的：锻炼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头脑活跃，保持大脑健
康。神经科学研究认为，锻炼会促进脑细胞增殖，防止退行性疾病，
增强记忆力。很多人体研究表明，锻炼可提高机体的警觉性，使人
头脑更清晰。
任何能激励你去锻炼的事情都是很好的理由。减肥是最首要的。

美国有很多人过于肥胖。不幸的是，由于代谢改变和肌肉体积缩小
且活动水平通常更低，残疾人更容易体重过高。
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要减掉多余的脂肪。研究显示，使用轮椅代

步的人存在发生肩痛、关节退化和肩袖撕裂的风险，因为施加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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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的压力更大。坐在轮椅上的人越重，肩膀承受的压力越大。另外，
体重过高还会增加皮肤问题的风险。人的身体越重，皮肤吸纳水分
越多，大大增加褥疮发生的风险。不活动也会造成躯干控制丧失、
肌肉变短或变弱，骨密度下降和呼吸功能不全。

但瘫痪的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些信息。根据身体健康和运动顾问
委员会，残疾人较正常人更少参加定期的中等体力活动。在普通人
群中也是这样。人们常常因为太累而不能坚持完成运动项目。
然而，体力活动就是因为费力才能达到健康目的。你不需要成

为一个运动员。中等程度的体力活动就可以明显改善健康水平，当
然最好是每天坚持。也可以进行强度更低但更久的运动（如自己推
轮椅 30-40 分钟）或强度更大但时间较短的运动（如在轮椅上打篮
球 20 分钟）。

健康就是药物。Laquita Conway 和儿子 Aaron Baker：曾有需 24小时使用电动轮椅
的人说，“谁知道有些是可能的呢？ ”为了鼓励继续康复治疗，Aaron和他的妈
妈和训练师 Taylor Isaacs一起进行，后来这三个人在洛杉矶开了专业的健身房，
CORE；www.corecenter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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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活动程度更强的话，对健康的益处也更大。可以坚持定期进
行时间更久或强度更大的运动的人获益更多。之前习惯久坐的人开始
锻炼时要较短时间即休息一下（5-10 分钟），渐渐达到期望的运动水平。
对于不能自主运动的瘫痪者来说，功能性电刺激 (FES) 可辅助

增大肌肉质量，促进循环和代谢，从优改变肌肉纤维成分。据治愈
瘫痪迈阿密项目的一个团队称，FES 单车可使截瘫病人心肌萎缩逆
转。FES 确实有效，但并未广泛应用于所有人。更多信息见下文。
可以向医生咨询相关信息。
设立现实点的健身目标，最好坚持进行一项运动。如果感到任

何疼痛、不适、恶心、眩晕、头晕眼花、胸痛、心律不齐、气促或
双手湿冷，要立即停止运动。要保证水分的摄入。瘫痪者开始一项
新运动前应该咨询医生。过度训练或不适合的运动都会适得其反。
例如，在多发性硬化的病人中，运动可导致心血管自主神经异常的
情况，使病人心率变慢，血压下降。同时，由于运动可以使身体变暖，
对热的敏感性可以诱发乏力、平衡失调和视力改变。必要时可辅助
降温（降温背心，冰袋）。www.steelevest.com或 www.coolsport.net

来源

国家健康中心，体力活动和残疾，身体健康和运动顾问委员会，国
家多发性硬化学会，Craig 医院，美国瘫痪老兵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国家健康、体力活动和残疾中心 (NCHPAD) 以健康、锻炼
和疗养资源为特色。这是您开启健康之旅的地方。免费
电话 1-800-900-3086；www.nchpad.org

克利夫兰 FES 中心促进了瘫痪者功能恢复的技术发展。FES 
信息中心的主页。216-231-3257；http://fescenter.org

功能性电刺激单车

功能性电刺激 (FES) 是一种辅助治疗的设备，可用很小的电流刺激
瘫痪者的肌肉。必要时可将电极附于皮肤或植入皮下。FES可通
过驱动固定单车（又称为测功计）来为双腿提供动力。EFS系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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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DA批准且已商品化，可使四肢瘫痪者用耸肩动作进行抓握
（非常有效，患者很喜欢，但该公司已经倒闭）。FES已经用于辅助
站立、呼吸、咳嗽和排尿。

FES单车是商品化发展最好的产品，自 20世纪 80年代出现，
非常受瘫痪人群的欢迎。FES可增加肌肉重量，对心肺功能有益，
可能有助于改善骨骼强度和免疫功能。有些人使用 FES系统和支
架辅助行走。FES和其他体力活动有助于改善总体健康状况。那么
FES也能影响恢复吗？
巴尔的摩肯尼迪克里格协会的国际脊髓损伤中心的负责人	John 

McDonald，MD，Ph.D.认为是这样的。他说：“大部分瘫痪者包括损伤
最严重的人，	是存在在FES系统使用期间增加自发性功能恢复的可能的。”
显然，McDonald喜欢这种想法；他帮忙建立了一个公司，康

复治疗，（www.restorative-therapies.com）RT单车，RT300（也用
于 胳 膊 FES） 和 原 始 的 FES 单 车 开 始 竞 争，Ergys 
（www.musclepower.com）根本区别在于，RT更小，使用时患者不
需要下轮椅。都需要花费 $15,000；有些保险公司会报销 FES。目前
为止，医疗保险尚未将 FES单车纳入报销名单。

来自 Restorative Therapies公司的 R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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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 French：神经科技

神经科技并不仅仅是电刺激，而是和人体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很多医疗器械和治疗
方法。它们可以用于很多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功能，治疗特定的疾病或补充疗法。

设备可以外用，如放在皮肤表面或手术植入。对瘫痪患者来说，有以下的选择：
	• 呼吸、咳嗽或呼吸系统
	• 手、臂和肩系统
	• 膀胱或肠道控制
	• 痉挛和疼痛控制
	• 褥疮预防和伤口愈合
	• 站立和行走系统
	• 锻炼和康复系统

不管是要扩展康复手段还是战胜继发疾病，神经科
技都是一种选择。开始任何项目前，都要首先了解这种
科技，然后向经过培训的医学专家咨询。
我怎么了解相关信息？我从 1998年滑雪意外导致脊

髓损伤后就一直使用神经科技设备。我用过表面电刺激
来帮助上肢康复，用过 FES单车在康复早期进行锻炼。
后来，我在克利夫兰 FES中心在下肢植入了实验性电极。
这个系统让我得以避免常见的继发状况如肌肉萎缩和
褥疮。我也用它来进行日常的功能锻炼。在轮椅上，我
把它用于躯干控制，也能帮助推动我的手动轮椅。它也
让我能够脱离轮椅站立，能够伸手够高处，能够移动身子，
能够站起来喝彩，能够在我们的婚礼时走过走道。花点
时间了解更多关于神经科技和它们怎样适合你的信息。
www.neurotechnetwork.org—Jen French

Jen French和 JP Creignou，
2012残奥会帆船项目银
牌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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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不用说，良好的健康状况取决于良好的营养状况。食物会影响我们
的相貌和感受，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正确的饮食可以提供能量，
提高免疫系统，保持体重，使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都保持平衡。不正
确的饮食则会造成体重增加、糖尿病、心脏、癌症和其他小病小灾。
良好的饮食对瘫痪者甚至更为重要。由于创伤或疾病后发生于

身体的变化，了解营养对保持健康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
脊髓损伤后，大多数人会变瘦。损伤会使身体处于应激状态，

此时需要能量和营养来修复机体。应激会上调机体的代谢率，身体
燃烧热量会更快。另外，很多刚受伤的人不能规律进食。肌肉萎缩、
体重下降会持续约一个月。之后，问题已经不是太瘦，而是太胖。
脊髓损伤的人更容易活动减少，从而消耗热量很少。然后就会变胖。
和普通人群相比，脊髓损伤的人更容易出现两种饮食相关的问

题：心脏病和糖尿病。血液化学受到破坏，但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胰岛素抵抗升高。（身体产生更多的胰岛素，将能量运送至组织。
这是糖尿病的一种原因。）同时，有害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太高，
有益的胆固醇太低。
目前尚无针对脊髓损伤者的代谢控制的明确指南。正确做法

和医生告诉我们的一样：生活中有所节制，限制饮食，适当锻炼，
不吸烟，保持体重。
对有些人来说，不仅是食物，而是处理食物的方式有问题。肌

萎缩脊髓侧索硬化和其他疾病的患者存在吞咽困难，因此必须控制
食物的粘稠度和质地软硬。食物必须很软，切成小块，以便顺喉咙
滑下而不需过多咀嚼。如果食物或饮料水分太多，有些液体可能通
过气道进入肺，导致咳嗽。如果食物太干，如吐司，则可能刺激喉
咙导致咳嗽。这种情况通常可以通过加黄油、果酱等解决。可能更
容易控制的食物包括冰冻果子露，蛋奶布丁，酸奶，水果罐头，苹
果酱，无硬皮的面包和黄油，黑鸡，鲑鱼，浓汤，炒蛋和土豆泥。
避免太辣或酸性食物、软面包、曲奇、饼干、干麦片、全麦饼干、
花生黄油、生菜、芹菜、大米、未去皮的水果和蔬菜或种子（豌豆、
玉米、苹果、草莓）。
肠道控制和饮食直接相关。由于来自大脑的控制肠道肌肉运动

的信号紊乱，食物很难通过肠道系统。推荐高纤维饮食，每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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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5-35g纤维和大量水。确实，这些纤维很多。这些纤维来自哪里
呢？蔬菜，水果，坚果，爆米花。有些人补充些养生品，如美达施。
避免高脂食物。因为这些不容易通过肠道。
虽然并无任何困惑和争议，但对于一些疾病导致的瘫痪者，

饮食和营养几乎成为一个宗教事件。有很多拥护者，如多发性硬
化者需要特殊饮食。国家多发性硬化学会推荐标准的食物金字塔，
低脂，高碳水化合物，含各种谷物、水果和蔬菜。Swank 多发性硬
化饮食，由俄勒冈州一名医生在 50年前发起，追求严格的无脂肪
无奶类的原则。Roy Swank曾称要通过切断动物脂肪的摄入来降低
多发性硬化患者的复发频率和严重度。他说，切断动物脂肪的摄入
是多发性硬化患者很关键的第一步。

Roger MacDougall是 20世纪 50年代一位奥斯卡提名的好莱
坞作家，他有严重的多发性硬化，双腿瘫痪，几乎失明，不能讲
话。通过称为古式饮食的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他觉得自己
状况变好了。“我被治愈了。我得到了赦免，但我坚信这是自己诱导
的。”MacDougall的前提是，直到 10000年前农业的出现，我们都是
采集狩猎的人，都吃自然中的肉类、坚果和草莓。我们没有进化出
能处理现代农业的食物产品的消化功能，因此我们对有些食物过敏，
包括小麦和其他麸质、精制糖和高脂肉类。他认为这些过敏可以导
致自身免疫疾病，如多发性硬化、关节炎等。MacDougall认为，我
们应该像原始人一样进食。或者至少进食范围更加广泛。最近的饮
食风尚是，吃 5天自己想吃的，然后禁食两天。有些情况也许如此：
科学家们知道，老鼠、蠕虫等吃很少的东西比那些正常饮食的个体要
活得久。人类也许也是这样，小心地调整热量和饮食模式的人也许
更健康，且寿命也更长。开始任何饮食或禁食前要咨询健康护理团队。

来源

脊髓损伤信息网络；Rancho洛杉矶老化和脊髓损伤的康复研究和训
练中心；国家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协会

目前尚无针对脊髓损伤者的代谢控制的明确指南。正确做法和医生
告诉我们的一样：生活中有所节制，限制饮食，适当锻炼，不吸烟，
保持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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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Nutrition.gov是关于饮食和食物的资源网，包括饮食
和食物与疾病、活动等之间的关系。www.nutrition.
gov

国家健康协会：饮食补充办公室提供关于营养补充的可
靠信息。www.ods.od.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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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相关的饮食注意事项

褥疮：活动性褥疮者饮食中需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肾脏或膀胱结石：有些脊髓功能障碍的人更容易出现结石。有些饮料更容易

造成尿液中的钙结晶（啤酒、咖啡、可可粉、可乐）。奶制品（牛奶、奶酪、酸奶、
冰淇淋）也可以造成结石。预防肾脏或膀胱结石最好的方法就是喝大量的水。
尿道感染：碳酸饮料（苏打水）、橙汁和葡萄汁可能会使尿液呈碱性，成为细菌的

培养基，造成尿路感染。
控制体重：整个美国肥胖的人越来越多，残疾人肥胖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体重过高

可降低身体的灵活性、耐力和平衡能力。肥胖的瘫患者翻身等活动更加困难，因而增
加了褥疮的风险。太瘦也是有危险的。太瘦可以增加感染和褥疮的风险，造成营养不
良加重，四肢乏力更明显。
一般原则：多数营养学家坚持应用食物金字塔的标准（大部分热量来自于复合碳水

化合物，即面包和淀粉，食用丰富的奶制品，避免精制糖类和脂肪）。这种美式饮食
习惯近年来受到了很多流行的高蛋白饮食方式的挑战。与当下流行的教条不同，有一
项研究提示，碳水化合物对于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等也并非绝对有益。即便如此，
通常的康复营养计划多建议碳水化合物占总摄入热量的 50%-60%，而蛋白质占 20%

左右。
蛋白质：活动受限的人通

常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以防止
组织或肌肉分解。每天至少要
摄入 4盎司的高蛋白食物，如
果有活动性褥疮，要摄入更多
蛋白质。
纤维：为了促进正常的肠

道功能和预防便秘与腹泻，营
养学家推荐全麦面包和谷物，
新鲜的蔬菜水果，混有水果干
和花生酱的粗制坚果和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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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需要摄入大量水以预防
脱水，且冲洗肾脏和膀胱。
矿物质和维生素：水果和蔬菜是

维生素 A和 B的最好来源。有证据
显示，额外摄入维生素 C和补充锌
有助于保持皮肤健康。
抗氧化维生素：它们可以消灭造

成机体细胞损害的自由基，刺激免
疫系统。很多有慢性神经疾病 的人
补充这些，包括维生素 A（β胡萝
卜素）、C和 E。蔬菜和水果是很好
的天然来源。葡萄籽精华、辅酶 Q-10和碧萝芷也可富含这些维生素。
维生素 D：如果不常晒太阳，最好还是补充一点维生素 D。有数据显示维生素 D

和多发性硬化之间有关联：纬度越高的地区，多发性硬化的发病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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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
关于男性

瘫痪会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影响男性的性功能。他们会怀疑自己是否
还像之前一样强壮，会担心自己从此雄风不振。他们会担心自己不
能再要孩子，担心自己对异性不再有吸引力，担心自己的爱人会从
此离去。事实确实如此，瘫痪或生病的男性常常在两性关系和性
生活中存在种种障碍。当然，男性或其伴侣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
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其性生活的质量。
勃起障碍是男性瘫痪后的头号杀手。通常来说，男性勃起有

两种类型。心理性勃起是对性想法、视觉或听觉的性刺激的反应。
大脑将刺激信号通过脊髓传至 T10-L2 节段，之后传至阴茎，使得
阴茎充血胀大。心理性勃起功能存在与否取决于瘫痪的水平和程度。
通常，低节段不完全损伤的男性较高节段不完全损伤的男性更容易
保留心理性勃起功能。完全性脊髓损伤的男性多丧失心理性勃起
功能。
当阴茎或其他性敏感区域如耳、乳头或颈部等有直接的生理接

触时，男性便会反射性勃起。反射性勃起是不能由人体自主控制的，
即使没有性方面的想法，出现上述生理刺激时阴茎也会勃起。控
制男性出现反射性勃起的神经在脊髓的骶节段 (S2-S4)。除非 S2-S4 
水平受损，否则多数瘫痪的男性在生理刺激下是可以有反射性勃
起的。
有些脊髓损伤的人其性生活可能受到痉挛状态的影响。在性刺

激存在时，痉挛情况可能会加剧，出现自主神经反射不良，从而需
要暂时中断性行为。另外，据称射精后可使痉挛缓解长达 24 小时。
事实上，射精是瘫痪后的第二号杀手。有研究发现，70% 的不

完全低节段损伤的病人可以射精，在完全性低节段损伤的病人中这
个数字为 17%。30% 的不完全高节段损伤的病人可以射精，而多数
完全性高节段损伤的病人不能射精。
虽然很多瘫痪男性仍然可以 “一柱擎天 ”，但硬度和持续时间

也许不能满足性行为的需要。这种情况称为勃起功能障碍 (ED)。
治疗 ED 有很多方法和产品（药物，药球，注射和植入），但瘫痪的
男性有些特殊的注意事项。患者应该与医生沟通，了解多种治疗方
式的详细信息，结合自身的情况作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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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映，伟哥、希爱力和艾力达
等药物可以明显改善 T6-L5 节段损伤的
存在 ED 的勃起功能，提高其性生活的
满意度。存在高血压或低血压或心血管
疾病的男性不能使用这些药物。有些药
物不能和 ED 药物同时使用，开药物处
方时一定要跟医生核实，尤其存在自主
神经反射不良的情况时。
阴茎注射疗法也是一种选择，要将

一种（罂粟碱或前列地尔）或几种药物
注射入阴茎侧面。这种方法对多大年龄

或任何原因导致的 ED 都有效，可以使 80% 的患者阴茎勃起保持 1-2 
小时以完成性交。如果使用不正确，会导致勃起时间过长，称为阴
茎持续勃起，不予治疗的话，可能损伤阴茎组织。注射术的其他风
险包括擦伤、瘢痕或感染。对于双手活动受限的人来说，注射性勃
起是更加困难的选择。
另一种方式叫做药源性泌尿系统勃起，将一种药丸（前列地尔，

与阴茎注射疗法用药相同）置入尿道，使其吸收进入周围的组织。
通常认为尿道内药物对脊髓损伤的男性并无很大效果，所以医生很
少为其开这种药物。
除了药物，真空吸引器也可以使阴茎勃起。将阴茎置入一个排空

气体的气缸，血液会由于负压吸引而进入勃起组织。通过在阴茎根
部放上弹性收缩环来保持阴茎充血。性交结束后一定要移除收缩环，
以避免皮肤擦伤或破损。可以选用使用电池的真空模型。但可能出现
烦人的副作用，包括早泄和不能自发产生勃起。见 http://postvac.com
最后考虑的治疗选择是阴茎假体，因为这是永久性的改变，且

需要进行手术，手术时直接将移植物植入勃起组织。有很多移植物
可供选择，包括半刚性或可塑性的棒状物和可膨胀器材。一般来说，
阴茎并不能和原来的一样稳固。移植物存在机械性损坏的风险，同
时移植物可能造成感染或出现排斥反应。研究显示，67% 的受访女
性对其伴侣的植入治疗感到满意。
高潮：一项涉及 45 位脊髓损伤男性和 6 位健康男性的研究显示，

79% 的不完全性损伤的男性和 28% 完全性损伤的男性在实验室环
境下可以达到高潮。预计患者能否达到高潮的因素包括是否为完全
性损伤和受伤后是否曾达到高潮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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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ED 的瘫痪男性应该先由熟悉病史的泌尿医生进行全面的
体查，再接受药物或辅助治疗。T6 节段以上脊髓损伤的男性应该
关注自己是否有自主神经反射不良 (AD) 的迹象。包括面色潮红、鼻
塞和 /或视力变化。更多关于 AD 的信息，见第 125 页。
不孕是第三大问题：瘫痪的男性常出现不孕问题，因为他们可

能失去了射精能力。有些男性会出现逆行射精：精液逆行，进入膀胱。
男性瘫痪后产生的精子数并不会在几个月或几年内有明显下降。然
而，通常认为他们的精子活力要比健康男性的低。但对于改善其生
育能力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阴 茎 振 动 刺 激 
(PVS) 可以使患者在家
产生射精行为，价格便
宜，且相当可靠。振动
刺激对损伤水平在 T10 
以上者最有效。市场上
有很多振动棒 / 按摩
器可选。有些产品专门
设置了可诱导射精且最
大程度减少皮肤损伤的
功率和频率。见 www.
reflexonic.com
直肠探针电刺激 

(RPE)，如果振动刺激
无效，可以选用此方法
（虽然在临床中有多种方

式可选）。RPE 的灵感来自于动物饲养业，是将一个电子探针置入
直肠，通过可控的电刺激产生射精行为。虽然用振动刺激的方法所
取精液样本的精子活力更好，但电刺激也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脊髓损伤男性的精子是健康的，但通常活力较低，于是很难进

入卵子。由于活力较低，精子需要一点高科技产品的帮忙。如果在
专门的机构进行治疗，脊髓损伤的男性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生育的。
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是最近发展的技术，该技术将单个成熟
精子注入卵细胞，通常可以解决怀孕的问题。
如果不能通过 PVS 或 RPE 采集精子，会进行小手术从睾丸中

取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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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高科技辅助的怀孕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辅助生殖会让人心力交瘁，同时花费巨大。瘫患者可以从经验丰富
的生殖专家处了解病情和治疗选择。有些不孕的夫妇成功使用捐精
者的精子（来自精子库）怀孕。有些夫妇也许想要收养孤儿。
卒中后性生活：心脏病、卒中或手术等并不意味着再也不能享

受美好的性爱。恢复期过后，人们会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的做
爱方式仍然让人满意。重获性爱可导致心脏病、卒中或猝死的说
法根本没有科学依据。担心自己性功能不如以前的想法会显著降
低性爱的情趣。卒中恢复后，病人可能会感到抑郁。这是正常现象，
85% 的人可以在 3 个月内恢复。
可以肯定的是，男性在瘫痪后仍然可以与伴侣继续或开始一段

浪漫且亲密的关系。与爱人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双方都要理解疾
病带来的生理变化，且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感觉。两个人可以不
断尝试不同的方法，继续这段浪漫的亲密关系。
上肢活动受限者在性交前有必要请他人帮忙。包括脱衣服、准

备和摆好体位等。
很多夫妻考虑口交。只要双方同意且感觉良好，一切方式都是

可以接受的。
康复器械中有一种适用于瘫痪的男性：性爱椅，这是一个

秋千椅，可以使人自然滑动，以辅助性交时运动。该器械由一
名 C6-C7 节段四肢瘫痪的人发明，用于改善脊髓损伤后的性生
活。性爱椅只需很小的推力便可移动，有利于性交时盆部的插入。
www.intimaterider.com
有人说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脑，因此要改变一个人的性喜好并不

容易。专业的咨询可以帮助瘫痪的男性在想要发展或继续一段亲密
关系时克服恐惧或焦虑。咨询师也可以和夫妻一起努力，使夫妻双
方就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以健康的方式进行沟通。
安全性行为：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并不会因为瘫痪而降低。性传

播疾病包括淋病、梅毒、疱疹和 HIV 病毒感染。这些会导致其他疾
病，如不孕、泌尿系统感染、盆腔炎症性疾病、阴道溢液、生殖器
疣和艾滋病。最安全有效的避免性传播疾病的方式就是使用含杀精
剂的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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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美国泌尿协会，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克利夫兰诊所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美国瘫痪老兵，支持脊髓医学联盟，提供权威的
性和生殖健康临床实践指南。PVA，免费电话 
1-800-424-8200，www.pva.org，点击 “出版物 ”，之
后 “医学指南 ”。

脊髓损伤康复证据 (SCIRE) 项目是一项由科学家、临床
医生和患者联合参与的加拿大研究，通过回顾、评
估和应用研究知识来建立脊髓损伤后的实践指南。
有关于性行为的章节。www.scire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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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

瘫痪本身并不会影响女性的性欲或发泄性欲的需要，也不会影响女
性的生育能力。通常来说，瘫痪对女性的影响小于男性。虽然瘫痪
的女性可能要比健康女性更为被动，但女性适应自己的性角色相对
容易。瘫痪女性和健康女性的性能力存在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前
者可能更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他们的性需求水平是一样的，但
残疾女性的性活动通常更少，因为她们更少找到伴侣。
瘫痪并未给女性带来妨碍其性生活的生理变化。体位可能是个

问题，但这通常可以适应。自主神经反射不良可能发生，但是可以
控制的。很多女性失去对阴道肌肉的控制，也有很多人阴道无法润滑。
这两种问题都可能是从大脑到生殖器的正常神经信号被切断导致的。
肌肉无法控制是没有治疗办法的。当然，阴道润滑是可以改善的。
通常情况下，润滑是对性刺激或性唤醒的心理性的（精神）和

反射性的（生理）反应。女性的阴道润滑相当于男性的勃起，神经
分布也可能相同。女性可以用水基（不要用油基润滑液，如凡士林）
润滑液辅助，如 K-Y 啫喱。
性欲低下在瘫痪女性中很常见，事实上，是在所有女性中都有。

同时，伟哥在一组脊髓损伤的女性病人中进行了临床试验，几乎所
有人都反映该药物可刺激性欲。在有些人中，该药物还可提升性交
过程中的润滑和敏感程度。
在有些瘫痪情况中，如多发性硬化，认知问题可加剧性功能障碍。

存在短期记忆缺失或注意力缺失的人可能会在性生活过程中睡去，
而这无疑会让伴侣感到十分沮丧。这种情况需要爱和耐心，伴侣之
间要进行沟通，把问题说清楚，寻求必要的心理或医学治疗。
瘫痪女性常在与伴侣亲热时担心自己的肠道和膀胱失控。有很

多方法可减少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第一点，如果计划今天进行性
生活，则要提前限制液体摄入。用间歇性导尿管的女性应该在开始
性活动前排空膀胱。使用耻骨上或 Foley 导尿管的女性将导尿管附
着于大腿或腹部可以避免其对性生活的干扰。性交时不必将 Foley 
导尿管拔出来，很多男性和甚至很多女性都不知道，尿道和阴道并
不是一个地方。
避免发生大便失禁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持续性肠道管理项目。

女性还应该避免在性交前进食。如果沟通良好，偶尔发生大小便失
禁状况不会影响夫妻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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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人们通常错误地用是否达到高潮作为评价性行为是否成
功的标准。如果还有残存的盆部神经，一位瘫痪的女性和处于相似
功能水平的男性一样，也可以达到正常的高潮。来自阿拉巴马大学
伯明翰医学院的 Marca Sipski 博士认为，瘫痪的女性仍有高潮反射，
该反射是不需要大脑信号输入的。损伤水平在 T5 以下的女性达到
高潮的能力和神经受损程度无关。她的研究表明，女性达到高潮的
潜力仍存在，但很多女性放弃了达到高潮的机会，因为她们的生殖
部位感受不到伴侣的抚摸。
一项小样本研究提示，脊髓损伤的女性可以通过阴蒂真空吸引

器材（爱神设备）达到高潮，FDA 已批准该器材用于女性性高潮缺
乏的治疗。该器材可促进血流，从而促进阴蒂充血。反过来也可增
加阴道的润滑，增强高潮反应。
有些经过训练和集中思想的瘫痪男女通过对性反应的重新赋值

可感受假想的高潮。这需要将身体某部分的现有的感受从精神上
强化，将其赋值为生殖器的感受。

截瘫或四肢瘫痪的育龄女性通
常可恢复正常的月经。近 50% 的人
在受伤后并不会出现月经周期的缺
失。怀孕是有可能的，通常并不是
一个危险因素。大多数瘫痪女性可
以正常阴道分娩，因此可能发生一
些怀孕的并发症，包括尿道感染风
险增加、褥疮和痉挛。对于损伤在 

T6 水平以上者，自主神经反射不良是分娩时的一项很严重的危险（见
第 125 页）。另外，盆部感觉丧失会使女性在分娩开始时并无感觉。
怀孕的另一项潜在风险是血栓形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血管

会被血块堵住。存在高胸段或颈段损伤者，加上怀孕的身体负担增
加，分娩体力消耗很大，这些都会促进呼吸功能的损伤，所以有时
需要呼吸机支持。
残疾的女性有时得不到充足的健康护理服务。例如，由于缺乏

必须要做的意识，比较困难移身到检查台，找不到了解自己残疾状
况的合适的医生等原因，她们通常不会进行常规的盆腔检查。检查
者常常错误地假设残疾女性没有性生活，尤其是残疾程度较重时，
因此常常忽视对这些女性进行性传播疾病的筛查甚至忽视全面的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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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检查。不幸的是，有些检查者甚至建议残疾女性不要进行性生活，
即使有生育能力也不要生孩子。
乳房健康：每 8 个女性中，就有一个得乳腺癌。残疾女性必须意

识到，自己也是可能得乳腺癌的女性。筛查是很重要的。上肢活动不
方便的女性可以采用交替的姿势或请他人帮忙进行检查。去看病时，
可以把轮椅推进诊室。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和正常人的是一样的。
避孕：由于瘫痪并不会导致女性不孕，所以残疾女性也是需要

避孕的。这里有一些需要特殊考虑的地方。口服避孕药与炎症和血
栓有关，脊髓损伤病人本身发生这些状况的风险就更高。瘫痪女性
不能感受到宫内节育器，可能造成无法察觉的并发症。使用子宫帽
和杀精剂对于双手不再灵巧的人来说有一定难度。
瘫痪并不意味着从此没有性生活。报着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眼

光去探索性生活的奥秘吧。
来源

残疾女性研究中心，西班牙康复中心，美国瘫痪老兵

ɶɶ 以下为资源链接。

女性残疾研究中心 (CROWD) 专注于与健康（包括生殖
和性生活）、老龄化、公民权益、滥用和独立生活相
关的内容。CROWD 希望使残疾女性的生活选择更
延伸，以便其全身心投入社会生活：相信自己，奖
赏身体，打破神话，寻找答案。拨打 713-798-5782 
或免费电话 1-800-44-CROWD；www.bcm.edu/crowd

国家残疾父母资源中心，来自 “透过窥镜 ”，是关于生
育和教养、儿童保育器械、交流和支持的资源中心。
免费电话 1-800-644-2666；www.lookingglass.org

移动女人是针对残疾女性的网络杂志。该网站部分受 
Reeve 基金会支持，以提供分享经验和办法的文章、
资源和地方为特色。www.mobilewom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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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您所需的一切资源，帮您保持尽可
能的健康、积极和独立。”——丹娜与克里斯托弗 ·里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