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今年的主题是
“关爱患者，共同抗癌”。天津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院长郝继辉教授说，近几年，我国肿瘤疾
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居高不下，癌症已成
为我国居民的首位死因。对抗癌症越来越需
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不仅要有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的积极努力，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更要有
家庭、社区、民间组织对癌症及其患者的关注
与关爱，也要有社会各界力量走进防癌抗癌
事业，让公众了解肿瘤的预防知识，拥有早发
现、早诊断、早规范化治疗的“三早”理念，实
现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干预癌症，才能真正改
善防控现状，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当前我国恶性肿瘤的5年生存率和早诊
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与
人们对肿瘤防治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有关。
临床中，两种对待肿瘤的常见态度会影响患
者的生存质量。
一是“轻视肿瘤”，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十

分自信抑或讳疾忌医，觉得像肿瘤这种疾病
不会“招惹”自己，从而忽视身体的异常信
号，拒绝必要的筛查和体检，导致对肿瘤早
期诊断和治疗的延误。如果不幸罹患早期
表现隐匿的肿瘤则更难获得良好的治疗效
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了解自己的高危
因素，定期进行预防咨询，每年进行个体化

防癌体检等，都是癌症得以积极防控、提高早
诊率的有效途径；

二是“恐惧肿瘤”，当发现患上肿瘤，过度恐
慌，精神溃败程度远远超过身体遭受的创伤，不
能很好地配合医生治疗。郝继辉说，把肿瘤说
成慢性病并不是医生对患者的心理安慰。世界
卫生组织早已把肿瘤列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行
列，但普通民众并不了解，还是会把所有肿瘤疾
病看得十分“可怕”。实际上，随着医学的进步，
依靠科学规范的治疗，相当多的肿瘤患者也可
以像高血压、糖尿病等普通慢性病患者那样，重
回工作岗位，实现正常生活。把肿瘤当作慢性
病来治疗，是患者科学面对自身情况，积极配合
医生治疗的第一步。

“至少有3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还有
30%的癌症是能够做到早期发现的。”郝继辉说。

首先，良好的生活方式是预防肿瘤最重要
的环节。不良生活习惯与环境因素的改变已成
为癌症发生的主要高危因素。均衡饮食、经常
运动、保证正常体重和远离烟酒，拥有健康的生
活习惯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掌握科学的防癌常
识，可减少40%的癌症发生。比如戒烟或拒绝
二手烟，有助于降低肺癌发病风险；保持健康均
衡的饮食习惯，能够预防大肠癌、胃癌等消化道
肿瘤。注射乙肝疫苗可以有效减少肝癌的发生
率，宫颈癌疫苗则是目前唯一的肿瘤疫苗，是预
防宫颈癌的有效手段。

其次，定期防癌体检可以实现很多肿瘤的早
期发现。体检中各项血液检查指标、B超、X光、
CT、肛门指检、宫颈巴氏涂片、乳腺钼靶摄片、内
镜等都是常用的肿瘤筛查方法，可以帮助早期发
现乳腺癌、宫颈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多种肿瘤。
“对部分相对隐匿、难以做到早期发现的恶

性肿瘤，尽早掌握高危因素，加强针对性的筛
查，也能做到早期发现。”郝继辉说。比如素有
“癌中之王”称号的胰腺癌，也有相对固定的高
危人群，糖尿病患者、慢性胰腺炎、长期大量饮
酒或吸烟、常接触化学毒物的人群，都是胰腺癌
的高危人群，应定期排查胰腺癌发病风险。对
于常规治疗无效的胃肠、肝胆疾病患者，也要考
虑查一查胰腺。如果渐渐出现消瘦、黄疸、严重
腰背部疼痛乏力等症状，就更要警惕胰腺癌存
在的可能性。

近年来，随着政府肿瘤筛查项目覆盖面扩
大、体检普及和人们对肿瘤重视度提升，肿瘤早
期发现率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获得了临
床治愈的疗效。一些中晚期癌症患者通过个体
化规范化的精准治疗延长了生存期，提高了生
存质量。值得关注的是，精准医学的理念已逐
步深入到肿瘤临床诊治的各个环节。应用精准
医学策略准确判断患者个体化差异，综合制定
最佳的治疗方案，尤其是在肺癌、乳腺癌和胃肠
道肿瘤领域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以目前治疗方法最多、治疗效果最理想的

实体瘤之一的乳腺癌为例。得益于精准医学
“分型而治”的理念支撑和研究进展，乳腺癌易
感基因和致癌位点相继被发现，乳腺癌患者的
药物选择与副作用控制更为精准，五年生存率
已经达到83%。靶向治疗的出现更是在改善
晚期乳腺癌患者预后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即使是疾病进展速度更快、恶性程度更高、
更易复发和转移的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效
果及预后也得以显著提高。
“精准医疗的实施需要应用基因检测技术

筛选精确的靶点，也需要多学科协作来探寻最
恰当的治疗方案，更有赖于基础研究和转化研

究的共同发展。”郝继辉表示。他以胰腺癌为
例解释，在既往的二三十年里，患者的5年生
存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天津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胰腺肿瘤团队围绕胰腺肿瘤发病和转移
机制、肿瘤生物标记物筛选、局部微环境等方
面开展了系列研究，已经解析了胰腺癌血管生
成的新机制，揭示了胰腺癌对于传统以VEGF
为靶点的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无效的原因，为
探索胰腺癌新的治疗途径提供新思路，为肿瘤
患者的治疗和生存不断探索更多可能性。

常见防癌体检项目
血液检查：检测血液中肿瘤标志物指标是

否异常升高，可发现、鉴别多种恶性肿瘤。如甲
胎蛋白AFP可查原发性肝细胞癌、生殖腺胚胎
性肿瘤。癌胚抗原CEA明显升高时，常见有结
肠癌、胃癌、肺癌、胆管癌；存在肝癌、乳腺癌、卵
巢癌、胰腺癌时也有升高。PSA是前列腺癌的
特异性标志物。CA125在卵巢癌患者中显示明
显增高。

妇科巴氏涂片：采用巴氏染色的方法，可
检测早期宫颈癌，检出率约60%至70%。已婚
女性应每年体检做宫颈巴氏涂片细胞学检查。

B超：彩色多普勒成像技术，可清晰地发现
全身大多数器官是否有肿块及病变，如乳腺、甲
状腺以及腹部各脏器的肿瘤。

胸部X片和CT检查:肺癌高危人群即20
岁以下开始吸烟，烟龄在20年以上，每天吸20
支以上的人以及经常接触二手烟的人，最好定
期做胸部CT检查。

胃肠内镜：慢性胃溃疡、胃息肉、慢性萎缩
性胃炎等胃癌高危人群，家族性结肠息肉病的家
族成员，结肠腺瘤综合症，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以
及肠血吸虫肉芽肿患者等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
需定期做胃肠内镜检查以及大便潜血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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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三早”理念 主动预防干预 感冒要分清风寒还是风热
辨证施治才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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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产妇血压飙升危及生命
三中心成功救治母子平安

医疗动态

3个小孔完成先心病矫治 肾癌及肝转移灶一次切除

机器人精准辅助填补多项手术空白

近日，我市胸科
医院心外科、麻醉科、
灌注科等多部门通力
合作，顺利完成心脏
移植手术。患者为
48岁男性，患有多年
的扩张性心肌病，心
功能差，反复发生心
律失常，多次抗心衰
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来到我市胸科医院住
院治疗后，院内多学
科专家反复会诊，最
终决定进行心脏移植
手术。在完善各项术
前准备后，经过几小
时的不懈努力，心脏
成功移植，手术过程
一切顺利，患者安返
监护室，目前正在进
一步恢复中。
文屈志萍摄影宁楠

良好生活方式定期体检
三成癌症可防 三成能早发现

癌症防治认识误区多
正确面对走出轻视和恐惧

个体化规范化精准治疗
肿瘤诊治寻找更多突破口

冬季常见病中感冒最为高发，但感冒的症状却不
尽相同。如何正确区分，对症用药，我市中研附院肺病
科杨惠医师提醒市民，中医治感冒要分清外感“风寒”
与外感“风热”，辨证施治才能有效。

杨惠说，中医肺病科最常见的感冒是风寒感冒、风
热感冒，都是外感六淫。自然界有六气，即“风、寒、暑、
湿、燥、火”，六气本身是自然界正常的元素，如果其中
一种“过多”或“过少”，“六气”就转化为了“六淫”。其
中“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又是最易侵犯机体的外邪，四
季皆有，善行数变，有升发向上、易犯皮毛腠理的特
性。中医认为感冒多是感受风邪所致。

风寒感冒多发生在天气寒冷，感受寒邪所致，多无
汗，痰较清稀或色白，鼻流清涕，舌淡红，多伴头痛、四
肢酸痛、咽痒、恶寒乏力等症。治疗上以辛温解表为
主。方药为荆防败毒散加减。饮食上可以选用生姜。
生姜性温，味辛，具有散寒、发汗、解表、祛风作用，适宜
风寒感冒者食用。民间常以生姜三片，红糖适量，开水
冲泡，俗称生姜红糖茶，频频饮用，汗出即愈。或者选
用葱白，葱白性温味辛，具有调节体温，并可减少和预
防伤风感冒的发生，适宜风寒型感冒者食用。

风热感冒多发生在夏季或者冬季暖气过足等时
候，多微有汗出，痰黄质稠，鼻流浊涕,舌质偏红苔薄
黄,咽痛或者有头沉重等。治疗上以辛凉解表为主。
方药为银翘散加减。风热感冒吃点清淡的饮食会比较
好，尤其是可以多吃一些清火类的食物。如绿豆之类，
可以清热解毒，或者选用菊花之类，代茶饮，既可清热
解毒又可以清喉利咽。也可选用薄荷之类清利通窍的
食物。 陆静雷春香

我市第三中心医院产科作
为全市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
日前，再次成功救治一名高龄
危重产妇，母子平安。

39岁的刘女士高龄怀孕，孕25+4周时因慢性高
血压并发重度子痫前期、妊娠期糖尿病入住三中心医
院产科。体质偏胖的刘女士孕前血压偏高，孕后血压
持续飙升，服用降压药后血压仍在160/100mmHg左
右，并且出现了血糖代谢异常。住院期间，刘女士的
肾脏损伤也越来越重，24小时尿蛋白从0.43g逐渐
上升至15g，血压更是险象环生，一度出现高血压危
象，血压高达 220/130mmHg，经医生处置暂时稳
定，但母子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按照产科处置常规
她早已经具备终止妊娠的指征，但是不足28周的胎
儿属于极早产儿，成活率低。考虑到患者的实际情
况和强烈的生产愿望，产科主任宋淑荣凭借多年临
床经验，带领医生们制定了严密的治疗方案密切监
护孕妇胎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孕妇艰难维持到了27周，但肾
脏损伤再次加重，已经到达了警戒线，刘女士仍然坚
持维持妊娠。面对这种情况，宋淑荣陷入两难境地，
一方面是一旦出现胎盘早剥可能胎死宫内，母亲也
面临致命的大出血。如果出现肾衰竭，损伤不可逆
就会造成永久性肾透析的恶果，前期艰辛治疗可能
毁于一旦；另一方面极早产儿出生死亡率和并发症
都高，对一个家庭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凭借多年
丰富的危重症孕产妇抢救经验和高超的医术，宋淑
荣综合分析患者情况，采用激素促胎肺成熟同时小
剂量应用激素使孕妇肾脏漏出蛋白逐渐减少的疗
法，艰难维持孕周至28+1周。

经过周密的手术计划，并联合新生儿专家，手术
完成得异常艰难。新生儿评分只有3分，但经过有条
不紊的复苏抢救、快速插管成功，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并转往新生儿科继续治疗。产妇术后2天就出现了
溶血、转氨酶升高，肌酐升高等问题，在ICU精心治疗
后，肝肾功能和凝血功能逐渐恢复，血压也逐渐稳
定。经过长达近1个月与死神的“拉锯战”，刘女士终
于痊愈出院，母子平安。 陈颖

我市第一中心医
院利用达芬奇机器人
精准辅助，日前成功

完成多项高难度外科手术，填补了我市在先心
病微创治疗和肝肾肿瘤切除领域的技术空
白。其中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的微创复杂先
心病矫治术，在患者右侧前胸开3个孔，心脏
不停跳中完成手术。另一项手术为该院泌尿
外科、肝胆外科联合实施，利用达芬奇机器人
一台手术切除了肾原发癌和肝脏转移灶。

微创修补房间隔巨大缺损
据了解，30岁的王先生体检发现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在专科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
病、房间隔缺损、肺动脉高压”，由于病人房间
隔缺损巨大，房间隔缺损大部分没有残缘，不
适合介入封堵手术，多家医院建议外科手术治
疗。常规外科手术方法为胸骨正中切口或肋
间切口手术，手术效果确切，但手术伤口大，术
后恢复慢，患者痛苦多。在一中心医院心血管
外科，孔祥荣主任及其团队仔细研究王先生的
病情后，决定实行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房间隔
修补术。该手术只需要右侧前胸开3个孔，手
术在心脏跳动过程中完成，它结合了常规外科
手术和介入手术的优点，矫治创口小，手术时
间短，手术成功率高且效果好，为目前最先进
的心脏外科手术治疗方式。整个手术历经3
个小时，在医护团队、麻醉团队的密切配合下，

孔祥荣主任精准操作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成功完
成。患者目前恢复顺利。此前，该院达芬奇机器
人还成功完成了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两个半小时完成肝肾手术
达芬奇机器人同时切除肾癌及肝转移灶的

病人今年只有41岁，他在体检中发现右肾肿
块。根据病情，一中心医院组织多学科MDT
讨论，考虑患者一般状况良好，肾癌肝转移灶为
单发，局限于肝右叶，决定泌尿外科与肝胆外科
联合，为患者切除右肾及肝转移灶。

1月22日，首先由泌尿外科专家为患者实施
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根治性切除右肾，手术历
时1小时15分钟顺利结束。随后肝胆外科专家
进行达芬奇机器人肝右叶病灶切除。由于患者
既往有乙肝病史，肝脏硬化明显，增加了手术切
除的难度，经过近1个小时的仔细解剖、游离，顺
利切除转移病灶，术中出血量仅为50mL。整台
手术历时两个半小时，两科联合完成了达芬奇机
器人辅助一期切除右肾癌及肝转移灶。

据该院肝胆外科主任张雅敏介绍，肾癌合
并单发肝转移，根据2019CUA指南推荐全部
切除原发及转移病灶疗后辅助靶向及免疫治
疗。鉴于该患者年轻，一般状况好，他们采用
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腔镜手术同期切除肾癌和
肝转移灶，节省了手术费用，达到了根治性切
除目的，也反映出综合医院多学科密切合作，
强强联合的优势。 汤月欣

医疗前沿
胸科医院多学科
协作完成
心脏移植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