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教授发明首款国产“人工颈椎间盘”
历经7年研究，华西医院去年已应用于临床，20人术后完全康复

“‘“‘低头族低头族’’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颈椎颈椎
病患者正在飞病患者正在飞
速增长速增长。”。”四川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大学华西医院
骨科颈骨科颈椎病小椎病小
组最新数据统组最新数据统
计计，，仅在去年仅在去年，，
刘浩教授治疗刘浩教授治疗
团队共计做了团队共计做了
274274 例 颈 椎 病例 颈 椎 病
手术手术。。其中男性其中男性
164164 例例（（约 占约 占
6060%%），），女性女性110110
例例（（约占约占 4040%%），），
平均年龄平均年龄 5151..88
岁岁 ，，最 小 年 龄最 小 年 龄
2525 岁岁，，最大年最大年
龄龄7878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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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名医

乳腺专家坐镇“四川名医”

坐诊医生：吴剑
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职称：博士、主任医师
职务：乳腺甲状腺外科主任
擅长：乳腺癌、乳腺增生症、乳腺肿瘤、
乳腺丰胸术后、乳腺炎、乳腺整形、男性
乳腺发育等。
微坐诊时间：明日（本周三）15：00~16：00
微坐诊圈：甲状腺乳腺圈
入圈方式：扫描关注“四川名医”官方微
信后，请在对话框内输入“乳腺”关键
词，系统将自动回复你“添加方法”，按
指示进入群内，与医生在线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微问诊再次见到顾俊，他向成都商报记者
展示了脖子上的伤口。原本长约6厘米的
伤口毫无痕迹，首枚国产颈椎间盘置入
体内后恢复得很好。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了解到，共有20人
接受了国产人工颈椎间盘的置换，患者
均完全康复。这也预示着在颈椎外科领
域取得了实质性的新突破。争取于明后
年，这款由华西医院主导研发的国产颈
椎间盘可以在全国各大医院使用。

据研发团队组长华西医院骨科刘浩
教授透露，这款国产颈椎间盘不仅价格将
降至进口的一半，在人体内置物和参数方
面，也更加适合亚洲人颈椎解剖特点。

【以前】
折磨到人想跳楼 传统治疗有欠缺

“这是一种能让人发狂的疾病，严重
者甚至会有自杀的想法。”接诊中的不少
患者，毫不避讳地告诉刘教授，很多时候
他们被折磨地想跳楼。

“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是很多颈
椎病患者纠结的问题。”刘教授介绍，保守
治疗即非手术治疗，适用于大部分的颈椎
病患者，包括药物、牵引、针灸、理疗等。而
华西医院数据显示，门诊就诊的颈椎病人
中，约有10%的人需要进行手术。

说到这里，刘教授谈到了“颈椎融合
术”，这是传统的手术方法。

颈椎有支撑、活动及保护脊髓、神经
的功能。构成颈椎的椎骨之间靠颈椎间
盘进行连接，颈椎间盘损坏后向后突出，
会压迫脊髓、神经。通过手术切除突出的
颈椎间盘，解除脊髓、神经的压迫，从而
达到改善症状、促进恢复的目的。传统的
手术方式是在颈椎间盘切除后，将两个
椎骨融合一起，使颈椎保持支撑功能。然
而，这样一来，颈椎活动功能就丢失了，
而上下两节段的颈椎间盘活动会增加，
几年后也会出现问题。

“这种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有欠缺的
治疗办法。”刘教授说。

【现有】
颈椎置换手术 颈椎间盘被欧美垄断

华西医院颈椎病小组首次了解到人
工颈椎间盘置换术是在2003年，那时刘
教授去美国参加学习。“当年美国对颈椎
置换术的报道并不多，手术量可能就是
二十三例，且随访时间不到一年，手术的
临床效果也不明确。”手术的原理，是将
坏掉的颈椎间盘切除后，在椎间隙置入

一个可以活动的装置，代替原来的颈椎
间盘并行使其功能。在一个图书馆内，刘
教授找到了与置换术相关的书，医用相
机一一拍下，开始学习理论知识。

2004年，刘教授将人工颈椎间盘置
换术引进回国，并在当年12月，成功开展
了中国西部首例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手
术。10多年来，已为500多位病人进行了
共计600多个颈椎间盘的置换。

“置换术效果不错，但也不完美。”在
刘教授看来，一个进口颈椎间盘光是材料
费就接近6万元。此外，就中国的人体质来
说，“欧美造”的匹配程度并不好，70%~
80%的病人匹配不错，但是20%~30%的病

人会出现颈椎间盘前后径不够的问题。
而进口人工颈椎间盘均来自欧美，

自然是根据欧美人种的颈椎结构及尺寸
进行设计和生产，这样一来，会影响置换
效果，术后颈椎的功能达不到最佳状态。

【改变】
“中国造”颈椎间盘问世 价廉物美

为何我们不能研制适合亚洲人体质
的颈椎间盘，而要依靠进口？这个想法，
刘教授想了许久。而针对中国人颈椎解
剖特点，2008年，华西医院着手开始了这
项课题研究，主导研发了一款更适合中

国人的人工颈椎间盘。设计方案、选材、
打磨、实验等每一个步骤都是精细活，任
何一个环节都不敢出错。

直至2014年6月18日，研究耗时7年后，
华西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首枚国产人
工颈椎间盘置换手术成功，第一位接受国
产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手术患者，正是文章
开头提到的顾俊。他在2013年年底被查出
颈椎病，出现颈痛、手麻等情况，就算吃止
痛药，也无法减轻痛苦。2014年，他接受首
枚国产颈椎间盘置换术，如今恢复得很好。

据悉，这款由华西医院主导研发的
人工颈椎间盘正在申请多项知识产权。
刘教授称，争取于明后年，这款由华西医
院主导研发的国产颈椎间盘可以在全国
各大医院使用。

关注“四川名医”学做“颈椎操”

刘浩教授亲授一套保健颈椎的“颈椎
操”，请扫描关注“四川名医”，在对话款中
输入“刘浩”，即可获取。本次，刘浩教授为
四川名医的用户送出10个加号名额。请扫
描关注四川名医，在对话框内输入”姓
名+电话+年龄＋病情说明”。四川名医与
刘浩教授将根据病情缓急，选择10个名额
送出加号资格。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扫描二
维码，关
注四川
名医

为不误学生前途
大学老师接受手术找回正常发音

50岁的大学老师陈朝（化名）因为
意外导致嘴部严重烫伤，张不开口，作
为教师他希望能重新找回清晰的发音。
他四处求医，最终来到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医学美容科治疗，目前已基本恢复
张口能力。

陈朝是西南交通大学老师，2年前
做饭时癫痫发作，致使口周严重烫伤，
医治后嘴巴张开的程度不及正常人的
1/2。自从受伤以后生活于他而言变得
艰难，伤情影响的除了外形，还有其发
音。因为说话发音不是很清晰，对于授
课有一定的影响。为不耽误学生们的前
途，他决定手术治疗。

9月18日，陈朝接受了小口畸形矫正
的手术。因需要矫正的嘴角部分血供十
分丰富，术中的局部麻醉以及止血就是
一大难题。并且口周组织基本都有受损，
不可能通过临近组织来修复，于是叶主
任术中选择使用口腔黏膜瓣对创面进行
修复。整个手术耗时约1个半小时。

术后，陈朝基本达到正常人的说话
水 平 ，外 观 也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改 善 。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杨艳琪

进口人工颈椎间盘的上、下终板
通常采用钛合金制成，而钛合金磨损
后容易产生极为细小的金属磨屑，导
致人工椎间盘植入人体时间久后活动
性变差。而这款国产人工颈椎，除了使
用了钛合金、还在某些关键部位使用
了高分子聚乙烯等材料，规避了短处。
前期在德国检测中心进行的验证表
明，其抗磨损性高于大部分进口产品。

刘教授向成都商报记者展示了国
产人工椎间盘，看上去有点像金属纽
扣，上下表面呈弧形。这枚国产椎间
盘，究竟与进口的有何不同？

一个进口的人工颈椎间盘近6
万，人工颈椎间盘产实现国产化后，
单价将大幅下降50%以上。

进口人工椎间盘上下是平面，而
国产设计有球形凹面与球形凸面，置
入体内后更加具有牢固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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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一年一度美食节
四方美食大聚会

世纪舞展区是本届美食节的重头
戏，规划为餐饮美食区，共设有展位102
个，以成都美食区为核心，分设中华老
字号、火锅名店、烧烤名店、小吃名店、
川菜名店、卤菜名店等区域，好吃嘴们
还能在这里品尝到印度、韩国、日本、法
国的正宗料理。

我们为各位吃货们盘点一下到
场必吃美食，让大家吃得更有效率：
耗子洞樟茶鸭，盘飨市的卤菜，陈麻
婆的豆腐，钟水饺的水饺，这些都是
中华老字号里不得不尝的美味。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美食节在挑选参
展商家的时候，专门从美食节目《食
不可挡》曾经拍摄过的两千多家餐饮
店里，精挑细选了一些人气爆棚的美
味来到美食节现场，比如：文技老卤
的卤菜，四妹儿钵钵鸡，去后街的要
命五花肉和糯香掌，新繁黄记的豆瓣
炒手，崇州天主堂鸡片，手工金丝面，
玻璃抄手，三合泥……

非遗大道农副土特产品区共设展
位190余个，集中了水果、食材、调料、奶
制品、饮料等各类食品。参加该展区的

企业，均为市级相关部门授牌的品牌企
业。统一、香贝儿、白家、徽记、老川东、
国旺等知名企业，都将入驻该展区。

一卡在手刷遍美食

不用再东奔西跑，在一个地方就可
以品尝到这么多美食，身为吃货的你，
一定忍不住要拿着钱包大快朵颐。特别
提醒一点，本届美食节餐饮商家不收取
现金，好吃嘴们只需要在美食节现场购
买组委会指定的“和信通美食卡”，便可
全程刷卡消费。“和信通美食卡”分为50
元、100元、200元、300元四种面额，你可
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如果一不小心买
多了，卡内储值没刷完，那也不要紧，美
食节结束后，这张卡依然可以在全省上
万家和信通优质联盟商户（红旗连锁、
万达影院、肯德基、舞东风、大龙火锅
等）消费。

不过，更划算的方式还是下载“慧
生惠管家”APP，绑定“和信通美食卡”，
每笔消费都送红包（红包将于次日返还
到你的“慧生惠管家”账户），相当于折
上折哦！用完了直接用手机充值，全年
365天消费都有红包送！本届美食节组
委会还在现场设立了咨询点和服务中

心，消费者针对美食卡后续使用事宜可
前往咨询。提前下载“慧生惠管家”
APP，现场绑定“和信通美食卡”，美食
区餐饮商户刷卡消费立享九五折（次日
以红包形式返还）。

好吃还要好玩
星期8小镇玩转美食节

光有好吃的还不够，本届美食节
特别引入特色儿童娱乐场所——“星
期8小镇”进入游艺互动区，为孩子们
创造一个玩耍的空间。据了解，“星期8
小镇”是国内首家采用星期8模式的儿
童娱乐场所，专为3-13岁孩子创建的
角色扮演主题乐园，为孩子提供8大领
域、50类行业的70多种社会角色扮演
内容，孩子可以自由选择喜爱的角色
亲自体验，让孩子尝尝做大人的滋味。
还有儿童挖挖机现场操作，为孩子们
提供更多玩耍项目。

在中央舞台区，每天将有3场精
彩纷呈的各类演出活动，其中一场为
品牌商家企业自行策划的与游客之
间的互动活动，比如中华老字号将邀
请游客现场体验当家美食的制作全
过程等。

食尚成都 味趣世界
第十二届成都美食节全攻略

Q：本届美食节什么时间举行？

A：2015年10月1日-10月7
日。

Q：本届美食节在哪里举行？

A：青羊区光华大道二段成
都非遗博览园。

Q：怎么前往非遗博览园？

A：除自驾前往外，美食节期
间，22路、239路、904路等主要线
路配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20%～
40%左右，即运力增加15～30台公
交车，确保美食节期间客流高峰
时段对上述线路的运力需求。此
外还会开通万家湾公交站至非遗
博览园的摆渡车。展会期间，配备
10～20台车辆执行摆渡任务（10
月1日至7日9：00～19：00），满足
乘客往返需求。同时，针对展会期
间交通管制实施情况，拟定相关
线路绕行方案，实施应急调度措
施，最大程度满足乘客的乘车需
要。活动期间遇客流高峰，及时通
知GPS运营商，通过GPS发布车辆
需求信息，告知出租汽车驾驶员
前往。

Q：怎么停车？

A：为满足前往美食节游客的
停车需求，美食节主会场区域附近
会设置8个停车区域。其中P1、P2、
P3为工作人员、公安执勤人员及
各类嘉宾停车区域；P4、P5、P6、
P7、P8为游客停车区域。共有近
2400个停车位。

成都美食节已成功举办成都美食节已成功举办
1111届届，，在第十二届成都美食在第十二届成都美食
节上节上，，共设近共设近300300个展位个展位，，展展
现了成都国际美食之都的实现了成都国际美食之都的实
力力。。本次非遗博览园内共设本次非遗博览园内共设44
个大区个大区，，包括世纪舞展区包括世纪舞展区、、非非
遗大道农副土特产品区遗大道农副土特产品区、、中央中央
舞台区及游艺互动区舞台区及游艺互动区。。

还有还有22天天，，国庆黄金周国庆黄金周
即将展开即将展开，，我们为你我们为你提前打提前打
探了有关本届美食节的详探了有关本届美食节的详
细信息细信息，，今天就为你今天就为你奉上第奉上第
十二届成都美食节全攻略十二届成都美食节全攻略。。

这个国庆黄金周这个国庆黄金周，，如果你如果你
不想在高速路上看车海不想在高速路上看车海，，不想不想
到景区里看人海到景区里看人海，，那就安下心那就安下心
来打算一下成都市内好耍好来打算一下成都市内好耍好
吃的地方吧吃的地方吧！！国庆期间的非遗国庆期间的非遗
公园当然是个必去的地方公园当然是个必去的地方，，因因
为在这里一年一度的成都美为在这里一年一度的成都美
食节就要拉开大幕食节就要拉开大幕，，为前来的为前来的
好吃嘴们奉上一场舌尖上的好吃嘴们奉上一场舌尖上的
饕餮盛宴饕餮盛宴。。

Q&A第12届成都美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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