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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56 岁的陈先生
在家中走着走着，突然感到手脚发
麻，站都站不住。他和家里人觉得
可能是累到了，也没多想。接下来
的两周多，陈先生的症状越来越严
重，甚至吃饭的时候饭碗都端不起
来，便赶紧到三亚中心医院（海南
省第三人民医院）就医。

开始，陈先生以为是脑部神经
受到压迫导致手脚无力，经在神经
内科住院检查治疗，确定是颈椎出
现问题，转到骨关节外科住院治疗。

这是近一月来，三亚中心医院
骨关节外科主任医师张国如经颈
椎前入路手术治疗的第四例颈椎
病患者。“和前几例一样，手脚无
力等症状重合，并都认为是脑部神
经 出 现 问 题 ，结 果 病 根 是 在 颈
椎。”张国如说，颈椎病给患者带

来的“压迫”是全方位的，初期是
手麻脚麻，严重时行走无力、有时
连一根轻轻的筷子都动不了，甚至

“瘫痪”在床。
张国如说，通过骨关节外科治愈

的病例看，多数患者对颈椎病表现出
来的症状存在认识误区，所以有时候
会耽误治疗。而且颈椎病前入路手
术技术要求较高、手术风险比较大，
会涉及到食管、气管、神经、颈动静脉
以及脊髓，所以有的患者有恐惧心
理，不敢做，也会贻误“战机”。

张国如为陈先生进行体格检
查后，结合 MR 检查结果，诊断为
脊髓型颈椎病，建议进行手术治
疗。骨关节外科医疗团队经讨论，
决定行颈椎前路椎管减压+椎间
盘摘除+椎间植骨融合+前路钢板
内固定术。由于手术风险较大，骨

关节外科团队及麻醉科团队经过
严密的术前讨论，制定了周密的手
术方案，仅用1个多小时就通过微
创小切口顺利完成了手术，患者术
口长约 3cm，手术切口于颈部皮
纹，采用皮内缝合技术，术后基本
看不到术口疤痕。

张国如说，陈先生的手术非常
成功，患者在术后已顺利康复出
院，近日患者复诊，称右侧肢体力
量恢复，麻木明显缓解，对手术效
果很满意。“其实通过我们治愈的
病例看，只要及时就诊治疗，颈椎
病没那么可怕。近期我们骨关节
外科成功完成了多例颈椎病前路
手术，术中摘除突出的颈椎间盘，
解除脊髄的压迫，用钛笼或椎间融
合器植骨支撑，最后用钛板内固
定，手术后患者均恢复良好。”

走着走着腿就麻了 吃着吃着碗就端不动了

张国如说，颈椎病属于“现代社会高发
病”，特别是“低头族”、教师等人很容易得
颈椎病。那么生活当中如何预防颈椎病呢？

一，坐姿要正确。腰背要坐直，电脑
屏幕和眼睛要保持平视的距离，否则时间
长是容易得颈椎病。

二，注意颈椎保暖，脖子里要带上围
脖、纱巾。特别是秋冬季节，更应注意保
护颈椎防止受凉否则颈椎也是容易疼的。

三，学习、工作一个小时，要注意眺望

天空或远方。
四，睡觉要用合适的枕头，必要时可

以买劲椎枕。这样可以预防缓解颈椎疼。
五，特别是低头族的人们，可以常做

放风筝的活动。放风筝是预防缓解颈椎
最好的办法。

六，如果以上方法不缓解，要到专业
机构进行颈椎治疗，以防加重，影响生活
和工作。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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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如说，颈椎病的原因一般是睡姿
不良、饮食习惯混乱、长期伏案导致的身
体病变，根据身体病变的部位，颈椎病可
分为以下5种类型。

1.神经根型颈椎病。由于压迫到视神
经、耳神经、末梢神经等神经根，所以对其
功能造成影响，具体表现为耳鸣、视网模

糊、四肢麻木等。
2. 脊髓型颈椎病。脊髓被压迫导致

的病状，具体表现症状为肢体发麻、肌肉
萎缩、颤动等。

3. 椎动脉型颈椎病。椎动脉被压迫
从而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具体表现为头晕
头疼，心慌胸闷等。

4. 食道压迫型颈椎病。主要是因为

椎间盘退化导致而成，临床上比较少见，
具体表现为吞咽困难。

5. 交感型颈椎病。由于交感神经纤
维压迫导致的反射性症状，具体表现为头
晕、眼花、手麻等等。

张国如说，目前看手术效果最好的是
神经根型颈椎病和脊髓型颈椎病。

颈椎病有几种类型？表现如何？

易患颈椎病的人群有哪些？
据张国如介绍，常坐办公室、长期站

立等人群容易被颈椎病“找上”，具体可分
为5类。

第一类：长期伏案工作者。如作家、
学生、行政人员、公务员、编辑、流水线工
人等，颈椎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加速了颈
椎软组织劳损和颈椎肩盘退行性病变。

第二类：教师。无论是长时间仰头在

黑板写字还是伏案批改作业，导致脖子僵
硬，肌肉劳损，影响脖子灵活性，易产生颈
椎增生，患上颈椎病。

第三类：电脑工作者。拿着鼠标的
人，往往是习惯驼着背，哈着腰，加上长
时间处于前屈的疲劳状态，颈椎长时间
受压迫，就会脖子僵硬，肩膀酸痛，患颈
椎病。

第四类：司机。无论是以车代步的时
尚人士，还是以方向盘为生的司机师傅，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颈肩肌肉劳损，导
致颈椎疲劳，腰酸背痛。

第五类：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人
体各部位器官逐渐老化，最明显就是骨
骼，颈椎灵活度最大，活动频率最高，故最
容易诱发退行性病变，引起颈椎病。

怎样预防颈椎病？

■你可能想不到，这些都是颈椎病惹的祸，三亚中心医院骨关节科最近连续做了多例颈椎前路手术
■颈椎病的症状有哪些？平时需要注意什么？不妨听听张国如主任医师的建议

新华社北京7月 9日电 中国人权
研究会9日发表《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
移民充分暴露“美式人权”的伪善》文
章。全文如下：

美国是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及其
后代组成的国家。然而，从历史到今
天，美国针对移民的宗教偏见、文化歧
视、种族排斥亦如影随形，且呈愈演愈
烈之势。为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移民
被视作威胁其政治制度、给国家财政
和福利造成负担的外来者，成为被排
斥与迫害的牺牲品。自2017年 7月以
来，美国移民当局违反国际人权法及
国际人道主义，在南部边境地区强行
将5400多名儿童与身为难民或非法移
民的父母分开关押，造成骨肉分离，多
名儿童在拘押期间死亡。2019 年，总
共有85万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地区遭
到逮捕，他们大多遭受粗暴对待，人权
遭到肆意践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使
之沦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
国关押移民的拘留场所成为新冠病毒
传播的“重灾区”，美国政府还在疫情
蔓延之际强行遣返大批非法移民，加
重了中美洲国家的疫情风险。美国政
府侵犯移民权利特别是移民儿童权利
的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遭到强
烈批评和谴责。

一、美国极端排外的移
民政策导致移民遭受严重歧
视和残酷对待

美国政府将非法移民视为抢夺其
民众工作岗位、破坏其生活方式的祸
源。为阻止移民流动和入境，美国政
府采取了史无前例、极端的严厉措施
和执法行动，包括过度使用武力、大规
模实施逮捕、强制与家人分离、任意驱
逐等，导致侵犯过境移民、难民人权和
实施虐待的事件频繁发生。

美国政府暴力对待移民，在边境地
区大规模地实施剥夺移民人身自由的
逮捕与拘留。据统计，2019 年前 9 个
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西南部
边境逮捕的入境移民数量高达687000
多人，超过了此前5年每一年的人数。
其中，包括 64000 名无父母或者其他
亲属陪伴的移民儿童。仅 2019 年 5
月 ，美 国 就 逮 捕 移 民 133000 人 ，为
2006年以来的单月最高值。《华盛顿邮
报》网站 2019 年 2 月 22 日报道称，被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逮捕与拘留的
大多数移民并没有犯罪记录。

移民“零容忍”政策导致儿童与父
母骨肉分离。美国政府2018年 4月开
始实施“零容忍”政策，边境执法人员
逮捕难民和非法入境者并强制将其未
成年子女另行安置，导致至少 2000 名
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2018 年 6 月 2
日，联合国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独立
专家依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3号
决议提交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将儿童

与其寻求庇护的父母强行分开，严重
危及移民的生命权、尊严和自由权等
多项人权。2019 年 9 月，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人
权理事会第 42届会议开幕式上指出，
美国等一些国家目前正在实施的政策
使移民人权遭受侵犯的风险大增，移
民儿童继续被美国关押在拘留中心，
违反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联合国
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莫拉莱斯呼
吁美国停止基于移民身份对无人陪伴
以及与家人同行的儿童实施拘禁。他
表示，基于移民身份对儿童实施监禁
违反国际法，有损儿童的福祉，将对儿
童产生长期严重的不利影响，不符合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移民及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生命
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
犯。《纽约时报》网站2019年 6月 21日
和 26 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员
报告显示，埃尔帕索边境收容所处于
过度拥挤的危险状况，多达900名移民
被关押在一个设计容纳 125 人的拘禁
场所中。一些人被关押在只有站立条
件的房间长达数天或几个星期。由律
师、医生、记者等组成的检查团在考察
得克萨斯州克林特边境收容所的拘留
场所时发现，移民儿童身处监狱般的
环境中，300多个儿童被关押在一个牢
房中，几乎没有成年人监管。《时代》周
刊网站 2019 年 7月 10日报道，美国移
民和海关执法局及其他联邦机构管理
的移民拘留中心人满为患，卫生条件
很差。自 2018 年以来，共有包括 7 名
儿童在内的24名移民在美国边境收容
所拘留期间死亡。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网站 2019 年 7 月 8 日报道，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对
拘留中心脏乱拥挤、缺医少食的恶劣
条件深感震惊，指出那里的移民儿童
可能受到国际法所禁止的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美国关押移民
的拘留场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成为新
冠病毒传播的“重灾区”。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 2020年 5月 15日报道，美国移
民拘留中心出现聚集性感染新冠肺炎
的情况，至少有986名移民病毒检测呈
阳性。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莫拉莱斯等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
2020 年 4月 27 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
美国政府将移民从人满为患且卫生条
件恶劣的拘留中心转移；5月 29日，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15名特别机制专家发
表联合声明，敦促美国采取更多措施，
防止疫情在拘留中心暴发。

寻求庇护的儿童遭受虐待和性侵，
移民尊严受到践踏。英国《独立报》网
站 2018 年 5月 23日报道，美国边境执
法人员虐待寻求庇护儿童的案件数量
惊人增长。有 116 起虐待寻求庇护儿
童的事件被披露，涉事人员被指控对5
至 17 岁的儿童进行身体、性或心理上
的虐待。《纽约时报》网站2018年 11月
12日报道，美国检方提供的信息显示，
得克萨斯州南部过去4年至少有10人

被边境执法人员绑架、强奸或谋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18 年 6 月 22
日报道，一家儿童收容所的医疗记录
显示，在押儿童被强迫注射了抗精神
病药和镇静剂。一份法庭记录显示，
一名 11岁女孩声称，她每天被要求服
用 10 片药片，服药后会感到头痛、食
欲不振和恶心。在弗吉尼亚州雪兰多
亚山谷青少年收容中心，儿童被工作
人员嘲弄、用笔刺伤、抢走衣服和床
垫，甚至被迫戴上手铐。联合国网站
2020年 5月 21日报道，自3月以来，美
国政府不顾疫情风险，将至少 1000 名
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遣送回中南美
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批评此举将导
致儿童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二、美国移民政策排外
主义大行其道的原因

（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移民政
策排外主义背书

美国的缔造者们认为，为了巩固建
国成果、开发土地扩张地盘，政府需要
依赖外来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和充沛
的劳动力，因此鼓励外来移民是国家
利益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们也对移
民可能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何种影响
疑虑重重。对移民外来民族特性的不
容忍和疑虑，以及对外来民族特性进
行同化的理想和自信，贯穿于美国移
民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决定美国政府
排斥与同化外来移民的两种对立政策
的基准。

进入 19 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移
民来到美国，美国国内拉开了结束自
由移民转而限制与排斥移民的时代序
幕。19 世纪末期，为了给当时歧视移
民的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提供辩
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将“不能被
同化的移民”与威胁美国安全的“侵
略”行为联系起来，为管控移民的联邦
立法和行政权创设了“全体权力原
则”。1889年的“排华案”中，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提出，美国存在不同种族的
外国人，如他们不能被同化，将对美国
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有
权将这些外国人排除在外，而且这种
拒绝外国人入境的联邦立法与行政权
具有超越司法权的“全体权力”性质。
1892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西村
案”判决中进一步明确了“全体权力”
的概念。自此，有了全体权力原则“保
驾护航”，美国移民政策大行排外主
义，明目张胆地不断歧视、排斥特定种
族，却不受宪法司法审查制度的制约。

2018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一
次使用这一原则，为美国现任政府针
对特定国家的“旅行禁令”背书。2017
年 1 月 27 日，美国政府发布一项行政
命令，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
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 7个国家的
公民进入美国。由于禁令所涉国家均
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因此该行政令也

被普遍解读为“穆斯林禁令”。这一禁
令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都引发了广
泛抗议。尽管美国政府两次更改旅行
禁令内容，但主要针对穆斯林国家的基
调不变。夏威夷州以该禁令违反美国
宪法和移民法律为由向联邦法院提起
诉讼。2018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以5票支持、4票反对的结果裁定支持
最终版本旅行禁令。该判决在美国国
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埃及《第七日报》
评论称，美国政府的旅行禁令得到联邦
最高法院的同意而全面生效，很多中东
国家对此表示失望和愤怒。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
例将联邦政府在移民领域的“全体权
力”打造为国家自卫的工具，用来对抗
外国移民的“侵略”，并且将权力范畴从
拒绝移民入境权扩大到对已入境移民
的驱逐权。有了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联
邦政府权力在移民领域成为专门为“政
治部门”保留、脱离宪法监督的“法外之
地”，这是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存在、
延续以至在特定时期狂飙的制度根源。

（二）美国反移民意识形态主流化
将排外主义推向极端

当前，反移民意识形态已经纳入美
国政治生态的主流。美国反诽谤联盟
网站2019年 8月8日发文指出，美国的
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他们受到外来移
民的围攻，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移民的增
加正在摧毁“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
义”新教文化，白人将很快成为传统白
人国家的少数民族，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来阻止这些种族和文化变革。

反移民政策在美国政治角力中被
用作离间与拉拢选民的工具，进一步将
排外主义推向极端。美国政府高层大
打“移民牌”，利用在大众面前妖魔化移
民及展现对移民的强硬态度，鼓励偏
执、仇外和种族主义，以期获得政治上
的回报。2018年 11月 28日，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
报告员、当代形式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报
告员、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贩运人口
问题特别报告员等10名联合国人权专
家发表联合声明，批评美国政府高层违
反国际人权标准、发表种族主义和排外
主义言论并采取相关行动，对移民和难
民进行污名化，将其视为罪犯和“传染
病”，从而助长不容忍、种族仇恨和排外
情绪，营造对非白人充满敌意的社会环
境等。

对移民的污名化助长了仇外情绪，
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
负面焦虑情绪。2018年 7月的盖洛普
民意调查中，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
示，移民是美国的头号问题。《今日美国
报》网站 2019年 8月 8日报道指出，不
断对移民妖魔化的口诛笔伐创造了一
种氛围，让白人至上主义者借机把对
移民的仇恨言论转化为暴力行动。

（三）美国单边移民政策导致边境
地区非法移民形势不断恶化

2018 年，来自中美洲地区的数千
名民众离开自己的国家成群结队地到
达墨西哥南部，并希望北上最终进入
美国，引发了美国西南部边境移民
潮。中美洲移民现象由来已久，为了
逃离在当地面临的贫穷、失业、饥饿、
暴力犯罪以及天灾等生存与人身安全
威胁，历史上多次形成入境美国的移
民潮，其根源是长期存在的地区发展
不平衡。英国《卫报》网站 2018 年 12
月 19日报道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美
洲地区局势动荡既是美国冷战的衍生
品，也是造成当今中美洲国家政治和
经济困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美洲移
民北上正是为了逃脱由美国制造的

“地狱”。
为了阻止中美洲移民北上流动和

入境，2017 年至 2019 年两年时间内，
美国政府在边境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强
硬政策，实施以惩罚性措施为导向的
严厉执法行动。美国总统宣布全国边
境进入紧急状态，从国防和其他项目
转移了数十亿美元用于修建边境隔离
墙。美国政府还大幅提高了中美洲难
民申请庇护的条件，不再接受帮派或
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庇护申请。为了阻
止中美洲移民入境，数千名美国现役
军人和国民警卫队成员被派往南部边
境地区，并且多次在美国与墨西哥边
境使用暴力执法手段残酷对待寻求庇
护的移民。然而，美国政府试图快速
解决问题的惩罚性措施效果与预期完
全相反，非但没有阻止移民流动，反而
使边境地区面临更严峻形势。美国
2017年在其西南边境逮捕非法移民的
数量为30多万人，2019年竟达到85万
人。逮捕非法移民数量急剧上升表明
美国边境安全形势在短期内显著恶
化，严厉的排外移民政策与严峻的移
民形势之间形成了恶性闭环效应。

美国政府想方设法地将移民问题
推向邻国。美国政府实施“留在墨西
哥”政策，要求寻求庇护者停留在墨西
哥数月或更长时间，等待美国庇护或
遣送的决定。同时，美国以加征关税
相威胁，迫使墨西哥政府同意接收美
国境内的非法移民。美国“拦截者”网
站 2019 年 7 月 14 日报道，“留在墨西
哥”政策不是在保护移民，而是将移民
置于更大的危险当中。移民被迫在强
奸、绑架、谋杀等犯罪最猖獗的边境城
市停留数月，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
胁。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美国政府以邻为壑，在疫情持续蔓延
之际仍强行遣返大批非法移民，加重
了中美洲国家的疫情风险。美国这种
将风险甩给其他国家的做法缺乏责任
担当，凸显了其自私自利的单边主义
立场。

美国政府严厉的惩罚性措施以及
处理移民问题的单边主义不但无助于
解决非法移民的根源问题，相反加深
了墨西哥和美洲其他移民来源国的发
展不平衡问题，对美国边境地区移民
局势构成进一步冲击，并将非法移民

问题拖进长期化的泥潭。

三、美国移民政策排外
主义引发严重后果

在移民领域，美国实质上奉行的是
“盎格鲁－撒克逊中心”的白人至上主
义，透过极端排外主义政策压制其他
种族，侵犯移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
严，暴露出所谓“美式人权”的虚伪
性。美国各界围绕移民政策的严重分
歧，加剧了社会内部分裂。

极端移民政策和排外主义导致社
会矛盾激化，仇恨犯罪愈演愈烈。《纽
约时报》网站 2019 年 8 月 5 日报道，8
月 3日上午至4日凌晨，美国得克萨斯
州埃尔帕索市和俄亥俄州代顿市接连
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 31人死
亡，数十人受伤。官方称，埃尔帕索枪
击事件发生前，枪手在一份指责拉美
移民“入侵”得克萨斯州的宣言中散布
仇恨和种族主义言论。舆论认为，枪
手的杀人动机与对移民的普遍敌意有
关。英国《卫报》网站 2019 年 8 月 27
日报道称，白人至上主义者应当对
2008 年 至 2017 年 美 国 恐 怖 袭 击 中
71%的人员死亡负有责任。

美国各界围绕移民政策的分歧严
重，加剧了社会内部分裂。美国共和
党政府和民主党围绕国会预算案拨款
建造边境隔离墙问题长期僵持不下，
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自2018年
12 月 22 日 开 始 了 长 达 35 天 的“ 停
摆”，约 80 万联邦政府雇员被迫无薪
工作或被强制休假，民众生活受到极
大影响。美国多个州对联邦政府的移
民政策进行强烈批评。2019年 8月 26
日，美国 1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联合提
起诉讼，反对联邦政府推出允许无限
期关押非法移民家庭的新规定。

美国移民政策中充斥种族歧视，严
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融合
进程。沃克斯新闻网 2019 年 8 月 12
日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对不能被同化
的移民所持有的排外主义立场已达到
前所未有的极端化程度，向民众传递
的负面信息是：“如果你是棕色人种、
黑人抑或是移民，你在这里不再受欢
迎。”这将从根本上对美国作为移民国
家的传统面貌构成挑战，对国家、社会
福祉产生严重后果。

自英属北美殖民地及美国独立以
来的四个多世纪中，外来移民为美国
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
繁荣与发展，带动科技交流和创新，并
且塑造了美国民族多元化与文化结构
的多样性。然而，当前美国政府一面
高喊人权口号，一面却挥舞极端排外
主义大棒排斥与歧视移民，这一行径
不仅极具讽刺意味，也无疑罔顾美国
的传统及现实。移民遭受严重歧视与
残酷对待的现实彻底暴露了美国所谓

“人权卫士”的伪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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