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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葚枸杞甜汤修复肝血增强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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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病同治同病异治 量身定制精准打击

精准医疗带来肿瘤防治新策略

饮食营养

医大二院肿瘤科医生在为患者做二代基因测序（NGS）肿瘤DNA样本

制备。 王倩 摄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
癌症大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增癌
症病例达到了1929万例，癌症死亡病
例为 300万人。我国新发癌症患者
457万例，占全球23.7%，防控形势不
容乐观。本月15日至22日是全国肿
瘤防治宣传周。59岁的闫先生是一
位特殊类型肾癌肺转移的肿瘤患者，
从去年6月确诊到肿瘤肺转移，他先
后接受了肾癌根治手术、分子靶向药
物治疗、化疗和免疫治疗等多种治疗
方式。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
事、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肿瘤个
体化精准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天津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主任王海
涛表示，闫先生肿瘤发现、诊断和治
疗的全过程可以说是当今肿瘤特别
是难治性肿瘤精准医疗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
不断深入，现代影像技术、二代基因
测序技术的成熟，肿瘤防治策略正在
发生变化，其预防、诊断和治疗全面
步入“量身定制”的精准医疗时代。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治疗药物及
手段不断问世，肿瘤诊断和治疗能力
快速提升，早期肿瘤的发现率治愈率
大大提高，更多晚期难治性肿瘤患者
获益于“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向带
瘤生存的慢性病转化。

精确诊断是精准治疗前提

基因检测选对机构最重要

本月15日，闫先生一大早就和爱

人来到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做胸

部CT。去年6月，从事技术管理工作

的闫先生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发现

肾脏肿物，一周后他顺利接受了肾癌

手术。手术很成功，术后病理显示肾

癌早期。但术后4个月，闫先生就查

出肿瘤肺部转移，双肺多发结节、纵

隔淋巴结肿大。随后，他开始服用分

子靶向药物，但出现了严重的并发

症，大口大口吐血。闫先生紧急住进

了医大二院肿瘤科继续接受治疗。

“那时候整个人都很颓废，感觉

生命快走到尽头了，很舍不得爱人和

小孙女。我希望家人和医生能对我

说实话，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与其让

我在网上搜索似是而非的信息，不如

告诉我实情。”闫先生说。在肿瘤科，

闫先生做了二代基因测序等进一步

检验检查，肿瘤科、泌尿外科、影像

科、病理科、放射治疗科等学科专家

进行了多学科会诊，专家们根据基因

突变、病理学特征，为闫先生制定了

涵盖肿瘤分子靶向药物、化疗和免疫

治疗的综合治疗方案。

“闫先生术后很快发生肿瘤转
移，说明肿瘤进展很快，必须尽快进

入下一步治疗。精确诊断是决定后
续治疗成败的关键，也是当前肿瘤精
准治疗的前提。基因检测是实现精
确诊断最主要的途径。”王海涛说。
他解释说，绝大多数肿瘤的发生都与
不可自我修复的基因突变相关。通
过基因检测找到相关突变基因就如
同找到肿瘤发生的锁孔，对应的靶向
药物、治疗手段就是能顺利进入锁
孔，打开、控制甚至消灭肿瘤的钥匙。

基因检测能获知患者的基因突变
情况，找到致病点位，分析患者对特定
抗癌药物的敏感性，从而制定最合理
的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有
效性。肿瘤治疗中，制定靶向治疗方
案、发生靶向治疗耐药、寻求免疫治
疗、晚期化疗和复发难治寻求个体化
定制用药，都需要进行基因检测。在
此后的治疗中，闫先生做过两次基因
检测，用于优化化疗、免疫治疗方案。
“在我的门诊中，经常遇到家属

拿着质量不达标的基因检测报告来
咨询，这样的报告一是基因检测公司
缺乏严格的标准化质控流程，患者花
了很多钱却难以得到治疗指导。二
是厚厚一摞检测报告，检测了上千个
基因，真正与患者疾病相关对治疗有
用的也就百十个。三是检测样本不
合格，检测数据解读不精准，临床实
用性差。有些分析甚至会误导普通
肿瘤科医生。目前肿瘤组织样本仍
是基因检测的金标准，按照基因突变
检出率来排序，样本的选择是新鲜组
织>石蜡切片>胸骨水上清>胸水细
胞>外周血。”王海涛说。

他提醒肿瘤患者及其家属，准
确、客观、到位的基因检测报告解读
是基因检测为健康服务的前提。肿
瘤基因检测属于医疗行为，专业要求
非常高，要甄选国际（如FDA）和国家
（NMPA）认可的权威平台检测，以确
保机构的检测水平、数据库、报告解
读分析能力和后续服务能力。

为难治性肿瘤患者量体裁衣

MBT打造出个体化治疗方案

以二代基因测序为基础，医大二

院分子肿瘤专家委员会（MBT）为闫先

生“私人定制”了精准化治疗方案。王

海涛与闫先生夫妇进行了一次长谈，

详细介绍了闫先生的病情和后续的治

疗方案。去年10月25日，闫先生开始

接受化疗，疗效显著。持续近半年的

6次化疗完成后，闫先生肺部转移瘤

已经明显减少。此后他继续接受免

疫抑制剂+靶向药物治疗。两次免疫

治疗后，肺部转移灶已基本消失。

“我非常信任我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对我很有耐心，给了我很积极的

影响。第一次免疫治疗后，我的主治

医生臧医生看到我化验和CT检查，

像小孩子一样边搓手边笑，她开心地

对我说‘太好了，很有效果’，我们都

被她的情绪感染了。我爱人经常和

她微信，对于我们的问题，晚上11点

她也会回复，她说怕我着急睡不好觉

影响心情。”闫先生说。

王海涛说，科技改变着肿瘤治疗
策略，肿瘤患者的生存状况因此不断
改善，但仍有诸多像闫先生这样难治
性肿瘤患者求医无门，比如常规治疗
无效的晚期肿瘤、无指南推荐的少见
恶性肿瘤以及年老体弱、脑转移或有
较严重合并症不适合标准治疗方案
的肿瘤患者等。二代基因测序为基
础的精准治疗可以针对肿瘤发生、发
展过程中的信号通路激活或基因靶
点突变等肿瘤生物学特征，通过大数
据分析找到已有的靶向药物和免疫
疗法，打破“同病同治”的传统模式，
实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个体
化治疗，为难治性肿瘤患者提供了更
多治疗可能。

医大二院肿瘤科在国内率先提
出分子肿瘤专家委员会（MBT）诊疗
模式，专业解读测序结果，通过大数
据和智能化平台分析患者基因与分
子特征，找到相应靶点，“量身定制”
或“私人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这种
“Custom模式”已经成为难治性肿瘤
治疗的新趋势，并已在难治性肝癌、
肺癌、前列腺癌的治疗中取得可喜
的疗效。该院对1000多例晚期难治
性肿瘤患者统计显示，相当一部分
患者肿瘤生长得到有效控制甚至缩
小，肿瘤自身和治疗带来的各种症

状和疼痛有所缓解，患者的无疾病
进展期和总生存期延长，生活质量
大大提高。MTB 是由肿瘤临床医
生、分子病理专家、遗传专家和基础
研究科学家共同组成，其目的是通
过多学科讨论，整合多样化的患者
信息，提出一个更精确的以患者为
中心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目前，王
海涛团队利用前瞻性研究构建的临
床基因组大数据平台，结合算法开
发+随访结果，拟打造疑难肿瘤诊疗
的“中国标准”。

精准医疗助力预防关口前移

中老年人应每年做防癌体检

CT是臧医生一周前帮闫先生约

好的，这是闫先生第三次免疫治疗前

的例行检查。9点多，闫先生做完

CT，准备离开医院时，看到了肿瘤科

的医生和护士在门诊大厅义诊。这

些是他熟悉的笑脸熟悉的声音，是在

他生命最脆弱的时候鼓励和帮助他

的人。他坐下来和护士长聊家常，摘

下帽子，让她们看看刚长出来的头

发，小护士们看到他也凑过来聊几

句，他们的熟络引得旁边几位刚刚做

完化疗的患者也加入了聊天。

王海涛说，闫先生的家族没有
肾癌病人，他的肾癌发现并不晚，却
很快转移，源于他的基因突变
（PTEN缺失突变）与特殊类型。基
因检测可以预测多种有遗传倾向的
肿瘤发生风险，高风险人群通过积
极预防或预防性干预术，能显著降
低癌症发病率，实现肿瘤预防关口前
移。有癌症家族史的人群，当家族中
存在以下情况时，家族成员需要考虑
癌症风险基因检测：几个亲属有相同
或相关的肿瘤，亲属发病年龄较低
（小于50岁），多发性或双侧性肿瘤，
多原发肿瘤；家族中有人患乳腺癌、
卵巢癌、胃肠道癌症、胰腺癌、前列腺
癌等遗传因素相关肿瘤。

另外，中老年人应每年做防癌
体检，常见项目有检测血液中肿瘤
标志物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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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体检中宫颈癌筛
查可检测早期宫颈癌，检出率约60%
至 70%。已婚女性体检都应做宫颈
细胞学检查。

B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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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可以筛查早期肺
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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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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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五行理论中，春季是肝脏当令
之时，正是养肝的最佳时机，我市中研院
附属医院肿瘤科李琪医生推荐大家喝桑
葚枸杞甜汤来修复肝血，增强免疫力。

桑葚和枸杞有滋补肝肾的功效，二
者同入肝经。搭配在一起，滋养肝血的
作用成倍增加，很适合经常熬夜、肝血
亏虚的人食用。此外，当归和红枣都是
补血效果比较好的食材。当归是血药
之圣，补血活血功效强大。中医讲“血
药不容舍当归”，说到补血的东西一定
会提到当归。红枣除了补血健脾，帮助
脾胃更好地吸收营养物质外，还有调和

诸药的作用，可以将甜汤的性味变得很平
和。最后，再配上滋阴润燥的鸡蛋，用红糖
来调味，适合春天干燥的天气食用。

食材：桑葚30克、枸杞15克、当归3至5
克、去核红枣7至9枚、鸡蛋2至3个、生姜5片。

做法：将当归、红枣切开，和桑葚、枸杞
一起放入锅中加清水浸泡30分钟。把鸡
蛋、生姜加入，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水开大
约15分钟后，将鸡蛋取出。把鸡蛋壳剥
掉，再放入锅中继续煮约15分钟左右即
可。最后加入红糖调味就可以吃啦，吃的
时候可以只喝汤吃鸡蛋，也可以将煮烂的
食材一起吃掉。 雷春香

为确保市民
节日就医需求，

“五一”假期全市各大医院均24小时开设
急诊。部分医院节日门诊时间安排如下：

医大总医院 30日正常门诊，5月1
日停诊，2日起恢复正常门诊。

医大二院 节日期间正常应诊，出
诊医师以当天信息为准。

中医一附院 30日正常门诊，5月1
日两院区上午半天门诊，2日起全天门诊。

市人民医院 30日正常门诊，5月1
日、2日上午半天门诊，3日起全天门诊。

市第一中心医院 节日期间正常应
诊，出诊医师以当天信息为准。

市第三中心医院 30日至5月4日
门诊照常开诊。门诊医生排班有所调
整，可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在“挂号服
务”中查看医生出诊情况并进行预约挂
号。如有其他疑问可拨打门诊办公室
电话84112106咨询。

天津医院 和平院区、河西院区暂
停专家门诊。30日、5月1日、2日普通
门诊上午半天门诊，3日、4日全天门
诊。因疫情防控原因，部分科室门诊有
调整，可关注天津医院微信服务平台。

市胸科医院 30日至5月4日上午
半日门诊。节日期间心内科、呼吸科、
内分泌科、胸外科安排部分主任应诊。

取药门诊、门诊核酸采样照常。“五一”期间
暂停门诊电话预约服务。可通过金医宝
App、健康天津App、胸科医院公众号等途
径预约就诊。

市环湖医院 5月1日、2日上午半天
门诊，30日、5月 3日和 4日全天普通门
诊。具体科室及医师出诊详情，可致电
24小时服务热线4008027885。

市口腔医院 5月1日和平本部正常
应诊，30日、5月2日至4日，心电监护门诊
及住院相关科室门诊停诊。

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普妇科、新生儿
科、产科、内分泌科、宫颈炎科、阴道感染
科、计划生育科、阴道镜室30日至5月 4
日全天门诊，乳腺科30日上午门诊，5月2
日恢复全天门诊，中医科5月1日、2日全
天门诊，中医理疗门诊5月2日至4日全
天门诊，生殖助孕中心节日期间均上午门
诊，产前诊断门诊、门诊手术室、计划生育
手术室5月2日上午门诊，心电图室5月3
日上午应诊。

市眼科医院 节日期间正常应诊，视
光中心各连锁分中心正常营业。门诊咨询
电话27313336，配镜咨询电话27238395。

医大眼科医院 节日期间正常应诊，
出诊医师以当天信息为准。

泰达心血管医院 节日期间各科门诊
和互联网医院均有医生出诊。

“五一”假期就诊指南

我市胸科医院康复医学科马梅主
任团队“糖尿病患者康复训练营”日前
面向社会招募糖尿病营员。团队将从

自我教育、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五大
方面为糖尿病患者做出科学指导。报名者
需提供近期血常规、糖化血红蛋白化验结
果，经专家审查符合糖尿病诊断及康复条
件的患者即可加入康复训练营。报名咨询
电话88185246。

胸科医院糖尿病康复训练营招募

很多慢性肾脏
病患者需要低蛋白
饮食，医生建议他们

尽量吃优质蛋白食物。我市第三中心
医院肾病免疫科医生徐婧表示并不是
所有慢性肾病患者都遵循低蛋白饮食，
只有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ml/min（慢性
肾脏病3期以上）且未进行透析治疗的
患者才需要低蛋白饮食，但优质蛋白饮
食是所有肾病患者都需要的。
低蛋白是要控制蛋白质的总体摄入

量，限制非优质蛋白，提高优质蛋白的比
例。鸡蛋、牛奶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获得
的优质蛋白，非常利于人体吸收，肾脏负担
相对小。如果按照成年人60公斤体重计算，
在吃肉和鱼的情况下，简单换算之后每日可
以摄入1个鸡蛋和1袋250ml的牛奶。如果
今天不想吃鱼、肉，吃两个鸡蛋也可以，但建
议将其中一个鸡蛋的蛋黄弃去，避免胆固醇
摄入过多，同时可以再多喝一袋牛奶或者吃
一些豆腐。不过茶叶蛋、卤蛋、咸鸡蛋尽量
不吃，因为含盐量较高，对肾友不利。 陈颖

慢性肾病患者每天要吃蛋喝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