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免疫疗法：
让患癌晚期的吴大爷重拾自信和爱好

退休在家的吴大爷平时没事就喜
欢打打太极， 叼着烟嘴去老年活动室
搓搓麻将。 然而好景不长，吴大爷经常
感觉胸闷气短，不仅咳嗽，还时不时发
烧， 吃了发烧药， 用了抗生素也不见
好。 到医院检查是肺癌晚期，还伴有全
身性的骨转移。 他于是开始漫长的求
医之路。

天性乐观的吴大爷一点不避讳自
己得癌的事儿，怎么治疗，去哪家医院，
甚至详细到每一笔费用，哪种药是骗人
的，都说得明明白白。 “光检查的钱就
花了一万多元，有的都是重复的，去一
个医院就再检查一次。 也想过要放弃，
但是我老伴和孩子不答应，他们捧着一
摞广告宣传单，挨个药品买来吃。 我都
快成小白鼠了。 ”

药是吃了一堆， 可是吴大爷的病
情却没得到缓解。 最严重时，全身只有
眼睛能转动，经常一吐就是一口鲜血，
很容易感冒发烧， 原本壮实的他变得
弱不禁风。 吴大爷和家人几乎都要绝
望了。

2011 年 3 月， 吴大爷的家人在
电视上无意中看到生物免疫疗法，是
目前国际上治疗肿瘤的最新技术，已
经开始在国内的一些医院开展，临床

效果还不错。 吴大爷的家人好像看到
了最后一丝希望， 到底要不要去尝
试？ 眼看着吴大爷身体一天不如一
天， 不能再拖下去了。 “咱们就再试
试看，就当是最后一次机会吧！”吴大
爷说。

吴大爷的儿子在网上搜索比较了
一番之后， 最后选定了海口市人民医
院。 在该院的官方网站上，吴大爷家人
详细了解了生物治疗的原理、 治疗过
程、治疗效果及报销比例等，家里人带
着吴大爷来到海口市人民医院接受治
疗。

在经历了四个生物疗程之后，吴大
爷对自己能早日康复，重拾旧日爱好显
得无比自信。 经过复查结果显示，吴大

爷各项身体机能进一步恢复，无转移复
发迹象。 可喜的是，吴大爷目前已经可
以独自吃饭、穿衣、每天散步 20 分钟。
至今，休养在家的吴大爷，不仅迈过了
1 年的“死刑”期，而且脸色越发红润。
近日，在跟医生交流病情的时候，吴大
爷兴奋地说， 他现在又开始练太极了，
以前的那些爱好，除了抽烟以外，全都
拾起来啦！

此外，吴大爷还参加了当地的一个
癌友俱乐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知
罹患癌症的朋友， 得了癌症并不可怕，
只要控制住病情，保持乐观开朗，不抛
弃不放弃，就算不能完全治愈，也还是
可以不遭罪地好好生活。

(侯赛）

用朴实的言行呵护
患者的生命尊严
———记海口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李建旺

作为患者和同事都极具认可的优
秀肿瘤专家， 医生李建旺是一个谦虚、
朴实、进取，却又很低调的人。只要是关
系到病人，哪怕是再小的事他也尽心尽
力。 在平凡的岗位上，李建旺以兢兢业
业的服务态度和实实在在的业绩，履行
了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始终以维护病
人的健康为己任，想病人之所想，急病
人之所急，解决病人的困难。 以良好的
医德医风和扎实的专业基础，赢得了患
者的信任，领导的赞许和同事的钦佩。

一名患者自述：“在确诊为乳腺癌
时，其实我非常害怕，尤其是后来经过
4 次治疗，每次都在不久后复发，让我
更加陷入绝望。虽然这次被家人强硬带
来海口市人民医院接受李医生的治疗，
但我的内心其实早已放弃。李医生听到
我说的一些灰心丧气话以后，在正式治
疗前，帮助我做过多次心理疏导，让我
渐渐重拾了信心。 真没想到，一名医生
竟然会像家人一样对待普通患者。说不
感动是不可能的，慢慢地，我开始积极
接受治疗，也见识到了李建旺医生精湛
的医术。 可以说，因为他，我现在还活
着，能活着真的很好，感谢，更感恩。 ”

李建旺是一个做事十分细致的医
生，比如，在给病人做完检查后，一般很

多医生都会帮病人拉一拉褶皱的被子，
李医生不仅如此，还会亲自帮病人系腰
带，或者顺手帮病人把鞋子放在方便穿
到脚上的地方。 在问诊时，李建旺也考
虑得很细致，很全面。 不管病人问他几
遍的问题， 他都会耐心地一一解答，病
人遇到什么事，都喜欢咨询他。 李建旺
是病人眼中值得信赖的好医生。 (侯赛）

（简介：李建旺，海口市人民医院肿
瘤科副主任医师， 获肿瘤学硕士学位。
专业擅长：对乳腺癌、肺癌及腹部肿瘤
诊治擅长，主治肝癌、胃癌、大肠癌、卵
巢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前列腺癌及
腹部肿瘤，对预防化疗药物，如顺铂引
起的呕吐有较好的治疗方法。 ）

肿瘤专家咨询电话：0898-66281120 66280030

●海南省生物诊疗唯一指定医院
●海南省肿瘤临床重点科研基地
●海南省放射治疗重点发展科室
●海口市临床医学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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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儿女们要多打电话
与老人聊天

“对于老年人来说，内心时常出现
强烈的无助感和孤独感， 这是无法避免
的，但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正确疏导，很容
易演变成为一系列严重的心理疾病。 ”
近日，三亚市心理学会理事长师咸卿说。

师咸卿说，“空巢”老人之所以容易
出现心理问题，原因有两个，一个主要原
因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瓦解。 随着年龄增
长，老年人自理能力越来越差，而这个时
候，儿女要都离开自己，生活上的突然改
变会触动老人心理，所以容易出现问题；
二是老年人面对事情的自我调整能力下
降， 老年人心理比较脆弱， 应急能力不
足，容易被一些小事情困扰。

要避免“空巢”老人出现心理疾病，

首先要保持一个好的支持系统，“比如
子女要经常打打电话，聊聊天；还可以给
老人经常寄礼物， 时常让他们感觉到来
自子女的关心与温暖； 当老人生活中有
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时， 子女要回到家
里帮助解决；如果离老人不是很远，周末
尽量抽时间回家，帮忙做做家务，让老人
们保持愉悦的心情。 ”师咸卿建议。

“建议儿女们在离开家后轮流给老
人打电话，不仅仅是象征性地问候几句，
而是要用心和老年人聊天， 说说自己日
常的工作情况， 听老人说说他们想说的
话， 通过打电话让老年人把孤单的情绪
释放出来。 ”师咸卿说，老年人不要压抑
自己的情绪，适当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可以去老年活动室、公园、户外等地走动。

“空巢”老人
要学会自我调节

老年人自己也需要调整心态，子女
离开意味着他们要在社会上独立生存。
作为父母，要为孩子们高兴，支持孩子
的事业，不能一味地沉浸在抑郁的情绪
中。“空巢”老人如何自我调节，师咸卿
认为：

首先，心理调节法。 天下没有不散
的团聚，作为“空巢”老人，在团圆氛围
散去后，要能迅速回归到以前的生活状
态中。放宽心态，对于子女外出打拼，要
充分理解，要把自己的留守，看成是对
子女工作的支持。

其次，调节好作息时间。 保证足够
的睡眠，保持充沛的精力，对于失眠超
过两周的老人， 要遵医嘱进行调节，确
保睡眠质量。

第三，扩大社交范围。 远亲不如近
邻，邻里有事要多帮忙，建议老年人多
参加集体活动，扩大生活接触面，冲淡
孤独、悲观、烦躁等负面情绪。

中老年人易感染带状疱疹
需清肝火利湿热

带状疱疹俗称“蛇串疮”，祖国医学称为“缠
腰火丹”、“蜘蛛疮”或“蛇丹”，是一种急性炎症
性皮肤病，任何年龄都可发生，但 50 岁以上的中
老年人更容易感染。 一些特殊治疗方式包括皮质
激素治疗、放化疗及抗癌药，本身就可引起带状疱
疹。 专家表示，患病后首先要注意休息，在抗病毒
治疗、提高免疫力的同时，服用清肝火去湿热的汤
剂，疾病好得快。

带状疱疹不仅皮肤会出现带状水疱， 而且很
痛———神经痛。患者首先要注意休息，使用维生素
B1或甲钴胺等营养神经，选用阿昔洛韦或泛昔洛
韦等以抗疱疹病毒， 或应用转移因子、 甘露聚糖
肽、干扰素等，提高细胞免疫功能。

水疱可外用炉甘石洗剂， 眼部疱疹应小心护
理， 可使用四环素眼药水或眼膏、0.1%疱疹净眼
药水或无环鸟苷眼药水。止痛给于镇痛药，如无禁
忌症， 可在早期短期服用强的松以减轻炎症反应
及副作用的发生等。

中医认为，带状疱疹主要是由于情志内伤，或
饮食失调，肝脾失和，气滞湿郁化热化火，湿热火
毒外攻皮肤所致。 治疗宜清肝火、利湿热，若热盛
者用龙胆泻肝汤，若湿盛者用除湿胃苓汤加减；后
期水疱已愈合，还有后遗神经痛的，宜活血祛瘀行
气止痛，用桃红四物汤加减。 （康健）

2013 年 7 月 1 日， 新修订
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七条
这样表述了要求子女 “常回家看
看”。一时之间，网友们争论四起，
大部分网友认为， 发自内心关爱
父母比法律约束更实际。 而 “空
巢” 老人问题中最引起关注的是
老人心理问题， 长时间孤独的生
活状态，使得很多“空巢”老人都
出现孤独、寂寞、空虚、忧郁等心
理疾病， 日常生活也受到很大影
响。 “空巢”老人如何避免心理疾
病？ 出现心理问题时如何自我调
节？ 记者为此采访了心理学专家
作答。

“空巢”老人
如何避免心理疾病

健康视点

■ 本报记者 杨勇

老年人慢性疾病加剧
慢性肾脏病恶化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饮食习
惯不良，缺乏运动等原因，使得老年人
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等慢性疾病患
病率逐年攀升，而这些慢性疾病的常见
后果就是慢性肾脏病。

东方市港区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
师吉承念说，日常发现的老年慢性肾病
中，以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高尿酸
肾病等居多，在慢性疾病的基础上合并
肾脏病，会使患有上述疾病的老人死亡
风险成倍增加。

同时，高血压、糖尿病等也会加剧
慢性肾脏病的恶化， 一旦肾脏功能变
差， 其恶化程度很可能在 10 年内让肾
脏功能完全进入尿毒症状态。 而尿毒症
所需的肾脏替代治疗———肾移植或长
期透析都非常“烧钱”，会给患者及其
家庭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

避免两种或两种以上
肾毒性药物联用

吉承念表示，尤其原本已有肾功能
障碍者，过敏体质、处于脱水状态的病
人，也容易发生药物性肾损害，尤其是

同时应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肾毒性药物
的患者，发生肾损害的几率则更高。

据介绍，易引起肾损害的常用药物
主要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如庆大霉
素、卡那霉素等）、喹诺酮类药物（如诺
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等）、磺胺
类药物（如复方新诺明）、造影剂等。

此外，氢氯噻嗪、呋塞米等利尿剂
均有潜在的肾毒性，而大剂量间歇疗法
或停药后再次服用利福平，也有可能诱
发急性间质性肾炎和急性肾小管坏死
等肾脏疾病，都得格外小心。

吉承念表示，通常来说剂量过大、疗
程过长是用药后出现肾脏损害最主要的
原因。 因此，老年人在服用以上药物时，
首要原则就是坚持合理用药、 切忌滥用
药物。同时，尽量避免两种或两种以上肾

毒性药物的联用， 对高危人群要根据肾
功能状态调整用药剂量和用药疗程。

患者用药时
要做肾功能检查

老年人与社会交流的减少以及对
慢性肾脏疾病的认识误区也使很多老
年患者未能及时就诊和诊断，延误了后
期的治疗。 慢性肾脏病起病隐匿，缺乏
特异性的临床表现。

吉承念提醒， 患者用药时必须经
常做肾功能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药源
性肾病的早期表现。 如果发现有腰酸
无力、小便异常、四肢浮肿、容易疲乏、
血压增高等肾病征兆， 须停药或及时
调整用药剂量， 以尽可能减少药源性

肾病的发展恶化。
老年人由于体质较弱， 抵抗力低

下，大病小病不断，吃药在所难免。 而且
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积极治疗也需
要长期服药控制。 在服用药物时应注
意：用药前检查肾功能和尿液；同类药
物尽量选择毒性小的；肾功能有变化时
及时调整剂量；服药期间勤喝水，密切
观察肾功能。 而这些都应注意在医生的
指导下进行。

老年人慢性肾脏病
可防可治

通过早期发现和控制糖尿病、高血
压等慢性疾病、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肾
脏保护治疗、控制代谢障碍、减少心脑
血管危险因素等防治措施，很多老年慢
性肾脏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

吉承念说， 确诊为慢性肾脏病后，
在积极接受治疗的基础上，老年人应注
意生活方式。 饮食上应清淡有规律，盐
和磷要控制，多饮水少饮酒，痛风病人
吃低嘌呤的食物。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
体质，提高抵抗力，预防感染。

一旦慢性肾脏病进入尿毒症阶段，
老年人应了解慢性肾脏病和肾脏替代
治疗(血液透析、腹膜透析等)。 有数据表
明，通过适当管理，老年透析患者一样
可以维持良好且稳定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老年人高血
压、糖尿病、脑卒中等慢性
疾病患病率逐年攀升，在
慢性疾病基础上合并肾脏
病使得老年患者死亡风险
成倍增加。此外，抗生素以
及速效感冒药、 止痛剂等
非类固醇药物， 对老年人
肾脏也有很大的损害作
用。专家提醒，老年人切忌
随意服药，若需长期服药，
须定期监测肾功能。

老年人长期用药
须谨“ ”

老年人吃粗粮
要“细作”
■ 本报记者 陈怡

吃粗粮成为当下流行的健康饮食
方式。 但是，医生提醒，老年人要谨慎
食用粗粮。 由于粗粮口感粗糙清淡，
建议老人食用粗粮时最好将其 “细
作”，有改善口感，增强食欲的效果。

传统粗粮因其含粗纤维高， 营养
含量相对较少，口感粗糙，一直只是作
为主食的补充。 随着人们膳食结构的
西化，吃肉多，蔬菜和食粮渐趋减少，
出现了很多与此相关的饮食病，如肥
胖、高脂血症、高血压、便秘等疾病，而
粗粮、杂粮则日益突显出其自身价值。
例如，常吃粗粮可促进肠蠕动，使排便
频率加快， 防止便秘， 预防肥胖和癌
症；降低胆固醇，减少高脂血症、脂肪
肝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等。 以粗粮为主
的食物便应运而生， 成为不少家庭餐
食的主角。

海南省中医院保健科主任医师符
光雄说，玉米、荞麦、高粱、小米等粗粮
可磨成面粉蒸馒头、 窝头来食用。 黄
豆、赤豆、绿豆、玉米碴等粗粮，最适合
熬成粥，并在其中放点红薯、青菜，做

成甜粥或咸粥，非常适合早餐食用。
对于早餐喜欢喝豆浆的老人，可

以用这些豆类为原料，做成粗粮豆浆，
加入白糖、蜂蜜等，不但营养，而且美
味。 平时煮饭， 同样可以在大米中掺
放绿豆、赤豆、玉米碴、小米等粗粮，这
样“粗细搭配”，吃起来也不会影响口
感。

“老年人气血不足、形体衰退，身
体各项功能开始减弱，脾胃也不好，吃
杂粮时应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尽量
将食物煮得熟一些、烂一些。 ”符光雄
说。

一些特殊人群，如糖尿病患者、肾
病患者在食用粗粮时要有所选择。 糖
尿病患者应选择升糖指数较低的杂
粮，如地瓜、南瓜等；肾病患者则要注
意蛋白质的摄入， 在选择豆类时应减
少黄豆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

符光雄提醒， 近来都很流行喝十
谷粥， 但并非人人适宜。 脾虚的老年
患者不宜多喝， 只能偶尔吃一次。 对
于消化能力较差的老年人， 以及食欲
下降、经常腹泻、月经过多的患者，十
谷粥应该少喝甚至不喝。

每天吃点杂粮调节免疫
7个方法吃出健康体魄

台湾癌症基金会营养师赖怡君指出， 良好的
饮食习惯，不仅能帮助食物消化、吸收，还能帮助
人体提高免疫力，减少感染流行性疾病的风险。

每天至少吃一碗五谷杂粮 五谷饭、杂粮面
包、全麦制品，因其未经精加工，食物中富含 B 族
维生素和矿物质。 B 族维生素包含 B1、B2、叶酸
（B3）、泛酸（B5）、B6，它们参与体内的能量代
谢，还可调节人体免疫系统。

摄取优质蛋白质 蛋白质是建造、 修补体内
细胞、组织的主要成分，免疫系统也需要靠蛋白质
才能正常运转。 每人每天应摄取 3—8 份优质蛋
白质。优质动物性蛋白质有瘦肉、鸡肉、海鲜、低脂
奶类、鸡蛋；植物性蛋白质可从豆类、坚果类食物
中获取。

脂肪摄取不过量 摄取太多脂肪， 如煎炸食
物，会抑制免疫功能。

吃多种颜色的蔬果 每天至少吃 3—5 份蔬
菜和 2—4 份水果，搭配组合多种颜色的蔬果，摄
取不同的营养成分，能提升抗氧化能力。建议每天
1 份绿色蔬菜，配上 1 份红色、橘色或黄色蔬果，
会在体内转换为维生素 A，可保护眼睛、口腔黏
膜、胃肠道，有助于增强防御细菌、病毒的能力。

适量摄取菇类 菇类含有多糖体成分， 研究
证实其具有调节、提升免疫能力的作用。

适量喝些酸奶 每天喝 420 克左右的酸奶，
可调节肠道菌群（好菌多于坏菌），改善胃肠道健
康，并可抑制坏菌分泌致癌物。

少吃甜食 经常食用甜食，会令血糖不稳定，
不仅容易发胖，还会影响免疫细胞的活力。（环球）

肾

早起别空腹喝蜂蜜水
先喝温白开水，10 分钟后再喝蜂蜜水

很多人习惯早起和晚上入睡前喝杯蜂蜜水来
养生，不过专家指出，这种做法并不合理，应该用
白开水代替蜂蜜水。

很多人清晨起来空腹喝的第一杯水就是蜂蜜
水，这很不合适。因为蜂蜜水含糖，不是单纯的水。
蜂蜜中的果糖要经过人体代谢转化为葡萄糖才能
被人体吸收利用， 因此肾脏排尿时间要比喝一杯
白开水相对减缓， 这样就降低了给身体排毒的作
用， 失去了清晨喝第一杯水的意义。 所以起床后
应该先喝一杯温白开水，10 分钟之后再喝蜂蜜
水，也可以直接食用蜂蜜或与面包一起吃。

睡前喝蜂蜜水也不是人人适用的， 因为蜂蜜
水饮用后会使血糖快速提高， 不利于预防心脑血
管意外，所以中老年人、血脂异常者睡前最好还是
喝白开水。

这几个时间喝蜂蜜水最有效：
1、饭前一杯蜂蜜水抑制胃酸。 做法：进食前

0.5—1小时，食用半杯蜂蜜水。
餐后一杯蜂蜜水消食助消化， 消除大餐后的

积食。 做法：餐后 1—2小时后，食用一杯蜂蜜水。
2、睡前一杯蜂蜜水安神助眠。 做法：睡觉前

喝一勺蜂蜜即可，用凉开水冲泡更好。
（家庭医生在线）

学会整理家庭小药箱
家庭小药箱最好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固定的地

方，比如某一个柜子的第一个抽屉里，家庭成员都
约定俗成，便于存贮和取用。 值得注意的是，药箱
要尽量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或者直接在抽屉上
锁，以免孩子偷服、误服。当然，家庭用药不能和灭
蚊、灭蟑类物品放在一起，以免不小心误服后出现
中毒。

有的人不太会注意整理药箱，抽屉一打开，什
么药都有，外用药、口服药、感冒药、止痛药等“一
锅粥”，用的时候就在里面乱翻一气。 成人用药和
小儿用药分开，内服药和外用药分开，急救药与常
用药分开，并标示清楚。 这样的话，使用时就能容
易找到所需药品，还可方便用完后进行及时补充。
此外，异味较大的外用药，比如什么膏药之类的，
更需要分开单独存放，以免串味。 (羊晚)

李建旺

健康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