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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肿瘤疾病治疗已进入生物
细胞免疫时代，随着医学科技的迅速发展，
肿瘤生物免疫治疗已成为继传统疗法（手
术、放疗和化疗）之后的“第四大疗法”。

“为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命而努力”，海
口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作为我省肿瘤临床重
点科研基地，于 2010 年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引进国际前沿的生物细胞免疫疗法。 截
至目前， 已完成 3000 多例次生物细胞免
疫治疗， 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并赢得广泛
赞誉， 且该疗法作为国家卫生部审批的第
三类高技术含量项目， 已被核准纳入医保
报销体系，最高报销比例可达 90%。

体外培养“细胞武士”
杀死肿瘤细胞

70 岁高龄的符阿公，2010 年体检时
查出已经肾癌中晚期，但因身体虚弱，体质
极差，不能再进行手术。在一位医生朋友的
介绍下， 符阿公来到率先引进生物免疫疗
法、 且治疗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海口
市人民医院肿瘤科， 彭大为主任接诊了符
阿公。

“像这种老年癌症患者，如果做手术，
危险性极高，如果化疗的话，化疗的毒副作
用又会让患者耐受性很差， 所以最佳的疗
法是选择生物治疗。 ”彭大为说，在对符阿
公进行了全面检查后， 经过准确的分析定
位， 彭大为主任为符阿公做出了一套详细
的诊疗方案。

“本来以为自己只有几个月的命了，
没想到接受了 1 年的生物治疗以后， 身体
渐渐恢复， 现在每年做两个疗程的生物免
疫治疗，癌痛大大减轻，又可以像以前一样
生活了。 ”符阿公开心地告诉记者。

为什么自体生物免疫细胞技术会取得
如此好的效果？ 彭大为主任为记者答疑解
惑。

“癌症其实是全身性疾病在局部的表

现，我们所说的肾癌、乳腺癌、胃癌等等，都
只是全身疾病在局部的表现， 所以单纯的
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是不可能完全彻底治
愈癌症的，需要全身性的疗法，比如生物细
胞免疫治疗技术。 ”彭大为解释道。

“生物细胞免疫疗法从患者体内取出
‘婴儿’时期的单核细胞，然后对其进行培
养， 把它培养成具有监视和杀死癌细胞能

力的‘武士’，再输入到患者体内。 ”彭大
为形象地向记者介绍了生物细胞免疫疗法
的核心理念， 并向记者展示了一段培养细
胞杀死癌细胞的记录视频。

彭大为说，“与传统治疗手段不同，生
物治疗在激活、 提高患者自身免疫机制的
同时，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繁殖，不仅可以
有效地杀灭残存肿瘤细胞， 还可预防肿瘤

的复发和转移，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延长患者生存期。 ”

生物疗法纳入医保
报销比例最高可达 90%�

� � � �“生物治疗采用的是患者自身的免疫
细胞，所以安全、高效、不会给人体免疫系
统带来损伤。 ”彭大为说，生物疗法被认为
是继手术、化疗、放疗之后的第四种肿瘤治
疗方法，也是目前最“绿色”的一种治疗方
法。

“当前国际上应用 DC-CIK 细胞治
疗肿瘤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 彭大为介
绍， 在临床应用中特别是对于手术后肿
瘤病人清除残留微小的转移病灶， 防止
癌细胞的扩散和复发， 提高患者的自身
免疫力等具有重要作用， 对肾癌、 乳腺
癌、胃癌、大肠癌、卵巢癌等癌细胞的杀
伤活性都很高。

据了解， 海口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将传
统的癌症治疗技术与现代高新技术结合，
其综合优化的肿瘤治疗方案克服了目前大
部分医院单纯采用传统手术、放疗、化疗给
患者造成创伤大、毒副作用强的不足，为不
适合进行手术治疗的年老体弱患者和中晚
期肿瘤患者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海口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一直以其国际先进
的肿瘤治疗技术、 个体优化的肿瘤综合治
疗方案和国际化的肿瘤专家诊疗团队为特
色， 吸引和治疗了来自国内外众多的肿瘤
患者。

“生物细胞免疫疗法具有适用性广，
安全性高，针对性强，疗效彻底、持久、全面
等优势，疗效显著。 同时，这种治疗手段弥
补了大病医疗保障的‘短板’。 ”彭大为介
绍， 生物免疫细胞疗法已经纳入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报销范畴， 报销比例最高可达
90%， 对罹患癌症病人导致的高额医疗费
用，大幅减轻了患者的经济压力，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不再因病致贫。
作为国家卫生部审批的第三类技术，

生物细胞免疫治疗临床高科技含量的项
目，已经被核准纳入医保，报销比例最高可
达 90%。 中央电视台等国家权威媒体曾数
次对生物细胞免疫治疗给予权威报道，
《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科技之
光》等栏目都对生物细胞免疫治疗新进展
给予了高度关注。

开通肿瘤患者
就诊绿色通道

彭大为说， 通过多年临床治疗经验
总结， 肿瘤生物治疗重中之重是 GMP
实验室细胞的培养、活化、扩增等环节，
这也是海口市人民医院斥巨资引进整体
万级局部百级洁净 GMP 实验室的原因
所在。

海口市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公立
医院，也是海南省生物免疫治疗定点医院、
海南省肿瘤临床重点科研基地。 医院拥有

多名经验丰富的生物免疫治疗权威专家，
引进尖端设备，巨资打造国际标准的 GMP
实验室，以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一流
的管理，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就医环境竭诚
为肿瘤患者服务， 全面呵护患者的身心健
康。

为解决广大肿瘤患者 “看专家难”、
“疑难病确诊难”等难题，海口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开展会诊绿色通道， 极大地方便了
癌症患者的就诊。 患者可以提前 3-7天进
行网上预约专家。 （小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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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2012 年，生物细胞免疫疗法连
续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和生理学奖；

2013 年，《科学》 杂志将肿瘤生物免疫
治疗列为十大科学突破的首位。

肿瘤专家
预约电话

0898-66189789
� � � � � � 66280030

夏季蚊虫叮咬有办法
夏天蚊子多，被蚊子咬了怎么办?

� � � � 方法一：大蒜片敷。 把大蒜切成片，然后在被
蚊虫叮咬处反复敷数分钟，有明显的止痛去痒消
炎作用， 就算被叮咬处已经变成大包或发炎溃
烂，都可以用大蒜擦，一般 12 小时以后即可消炎
去肿，溃烂的伤口 24小时后可痊愈。

方法二：涂洗衣粉。 人体被毒蚊子叮咬后不
仅红肿起包且刺痒难忍， 可用清水冲洗被咬处，
不要全擦干，然后用一个湿手指头蘸一点洗衣粉
涂于被咬处，红肿消失后用清水将洗衣粉冲掉。

方法三：抹肥皂。 被毒蚊子叮会有一种毒液，
这种毒液是酸性的，用碱性皂洗也很有效果。 用
碱性皂洗过以后，注意别用手挠，很快就会好。

方法四：抹牙膏。 可以用牙膏沾一点水，在起
包的地方涂抹均匀。 牙膏最好选择消炎作用比较
强的，效果比较好。

被蚊子叮咬后，如果叮咬处很痒，可先用手
指弹一弹，再涂上花露水、风油精等。 用盐水涂抹
或冲泡痒处，能使肿块软化，消炎止痒。 也可切一
小片芦荟洗净掰开，在红肿处涂擦几下，能消肿
止痒。 （桑玖）

苦夏难熬易烦躁
几个妙招传清新

苦夏难熬，人的身上热汗不停流，情绪也不知
不觉中变得烦躁起来。 这里介绍几个小妙招，让
你一天都有清新的感觉。

第一，根据情绪调整工作计划。夏天很多人一
天中情绪波动很大，比如上午昏昏欲睡，傍晚脑子
清醒等。 可以根据适当调整工作安排，比如，白天
见客户、整理材料，把写方案、做报表等需要精确
思考的工作留到傍晚。

第二，多锻炼，避免觉得自己太胖。 很多人到
了夏天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身材等，一旦发现
自己长胖了、 穿不上漂亮的衣服就很恼火。 加强
锻炼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多跑步、游泳、打球等，即
使没有真的减肥，运动也会让你快乐。

第三，按时睡觉，防止失眠影响情绪。 最好坚
持每天按时上床睡觉，保证 7—9 小时的睡眠，让
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好。

第四，做些有意思的事情，应对生活变化。 孩
子放暑假，会增加很多琐事，让人头痛。 不妨给生
活加点料，用幽默化解生活的烦恼。 比如，讲个笑
话、听段相声、抽时间陪孩子露营等。

第五，和朋友一起战胜酷暑。 天气热了，谁都
不好过，可往往越想天越热、越想越难受。 不如约
上朋友，找个地方一起乘凉，聊聊天、说说新鲜事，
帮你分散注意力，忘记天热的烦恼。

（凤凰）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通讯员 王妹琴

老泪纵横，常用
于形容极度悲伤或激

动。 可在医院的眼科诊室
里，老泪纵横却有另一番解

读。 一些老年人常常不自觉地流
泪，有的人甚至由于反复流泪，擦拭
双眼，导致眼睑皮肤红、肿、疼痛甚
至糜烂。 这种现象就是常见于老
年群体中的结膜松弛症。 该病虽
不至于致盲，但是给老年人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不便。 结膜松弛症是
怎么回事?该如何防治结膜松驰
症？ 记者采访了眼科专家。

三亚市人民医院眼科医生严少
彪表示，眼睛的泪腺分泌泪液，泪液
经泪道排出，一般情况下泪液不会
溢出眼睑。 流眼泪常见的原因，一
种是泪道堵塞， 泪液排出受阻；二

是眼部刺激使泪液分泌过多，来不
及排走；三是眼睑位置异常，泪液
无法达到泪点。

老年人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常
流泪？ 严少彪解释，人到了一定的
年纪，皮肤容易变得松弛。 同样的，
60岁以上的人群，覆盖在白眼球白
面的那一层“皮肤”也会发生松弛，
这层“皮肤”医学上不叫眼球皮肤，
常称为眼球结膜。

结膜松驰症为老年常见病，一
般不会致盲，主要症状就是不自觉
地流泪，开始主要是迎风流泪，后
来在室内也不自觉地流泪，有的人
甚至由于反复流泪、擦拭双眼，导
致一系列的眼部皮肤不适。

常年流泪必然会降低患者的生
活质量，日常生活中，人们该如何防
治结膜松弛症呢？

严少彪认为，合理膳食和适当
运动不仅有助身体健康，也能增加
皮肤弹性， 延缓皮肤过早衰落松

弛。 但患有高血压、 贫血等病症的
人群，需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量身
定制”锻炼计划，避免盲目运动危
及健康。

他说，通过运动和饮食，改善自
身身体状况的同时，对于重度的结
膜松弛症患者而言，手术复位是常
见的治疗方法。 由于导致流泪的原
因众多，患者出现长期流泪症状后，
应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寻求医生确诊
病因。 极大部分结膜松弛症患者，
无需通过手术治疗，可采用局部按
摩和湿毛巾热敷等方式，基本上能
缓解症状。

严少彪说，需要手术的重度结
膜松弛症患者，手术方法主要有四
种，包括结膜新月形切除术、眼轮匝
肌移位缩短术、结膜缝线固定术、结
膜切除羊膜移植术等。 具体应该采
用什么手术方法，医生会因人而异，
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决定采
用合适的手术方案。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通讯员 王妹琴

糖尿病除了血糖升高之外， 对人
体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各种并发症
上，如心血管并发症、眼部并发症、糖
尿病足等等。 炎炎夏日，对于糖尿病患
者来说， 除了要注意调整药物和胰岛
素，控制好血糖，更要注意皮肤健康。

专家认为， 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
分泌或利用障碍，使得糖、蛋白质和脂
肪的代谢都出现紊乱， 他们的皮肤组
织含糖量增高， 表面皮脂的屏障作用
遭到破坏，抗菌能力下降，很容易感染
真菌，容易发生手足癣。 因为糖尿病病
人末梢血液循环差， 存在局部营养障
碍，手足癣发生时，就可能发展为经久
不愈的慢性溃疡，甚至坏疽。

三亚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
师李贵湘认为， 糖尿病患者若血糖控
制不好，某些感染的几率会有所增加，
所以糖尿病人夏季尽量避免穿凉鞋、
高跟鞋。 若穿着凉鞋， 要避免脚部擦

伤、裂伤等，每日检查足部出现问题要
及时就诊。 一般来说， 尽量避免穿凉
鞋、高跟鞋，同时，较普通人群需要更
佳的脚部护理环境。

她认为，相比于普通的手足癣，糖
尿病人更需控制好血糖， 以防止糖尿
病足发生。 据了解，足部是糖尿病这个
多系统疾病的一个复杂的靶器官。 糖
尿病患者因周围神经病变与外周血管
疾病合并过高的机械压力， 可引起足
部软组织及骨关节系统的破坏与畸形
形成，进而引发一系列足部问题，从轻
度的神经症状到严重的溃疡、感染、血
管疾病等。

李贵湘表示， 患者要保持皮肤的
清洁，不用刺激性香皂和洗浴液，特别
要注意保持脚趾间的干燥与通风，尽
量穿柔软吸汗的鞋子。“如果血糖控制
不好，一旦脚受伤，且没有发现，有可
能会造成严重的糖尿病足。 ” 李贵湘
说，有不少患者都因此而截肢，所以足
部的保护要特别注意。 ”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通讯员 王妹琴

众所周知，糖尿病饮食对于糖尿病
患者而言是一大重要的辅助作用。良好
健康的饮食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有着很
好的帮助。 反则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
响。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饮食方面更要有
所注意。 夏季糖尿病人饮食该注意什
么?
� � � �“粮食要严格按照规定量吃，不能

多吃，也不能少吃，更不能不吃，还要均
匀地吃。 ”三亚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医师李贵湘认为，由于每个人对食物
的消化、吸收及利用有差异，一些数据
只是框架、参考，在实际应用中要固定
主食，用副食调节体重，超重时减少副
食量，体重轻时增加副食量，当达到理
想体重时，吃副食的量以体重不增不减
为合适。

“不吃或者少吃主食可以更好控

制血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李贵湘
称，蔬菜中的土豆、白薯、山药、藕、荸
荠、芋头、蚕豆主要成分是淀粉，应算作
主食，不应算作蔬菜。

她表示，每日可摄入 300—500 克
的蔬菜。 此外，糖尿病肾病患者本身有
多尿的特点，加之夏天气温高，体内水
分容易丧失， 会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危
险，多饮水是十分必要的。

李贵湘建议， 夏天上市的水果多，

患者得有选择地吃热量较低的水果，比
如西瓜等。 而苹果、梨等含糖量高的水
果则是患者尽量少吃或者不吃的。水果
应在两餐之间食用，并将水果热量计算
到患者每天摄入的总热量里面。也就是
说， 吃了水果就得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血糖高于 10mmol/L 的患者， 应尽量
不食用水果。

另一方面， 夏季运动应当以步
行、做操、打太极拳等轻松的运动方

式为宜，且运动量不能过大，运动时
间不能过长。 同时，糖尿病患者更应
注重作息安排，尤其保证正常的睡眠
时段与时长。 李贵湘认为，此类患者
睡眠时间应与常人无异，尽可能保证
每日 6—8 小时的睡眠时间， 且不要
熬夜。

“如果睡眠质量不好，不仅会对第
二天的工作生活产生影响，会对血糖造
成一定的波动。 ”李贵湘说。

不能多吃，不能少吃，更不能不吃

糖友夏季饮食
应合理摄入热量

糖尿病患者
应慎防糖尿病足

老年人“老泪纵横”
可能患上结膜松弛症

肿瘤“绿色”治疗不是梦，
用自己的细胞治疗自己的病

———海口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为肿瘤患者播撒绿色生命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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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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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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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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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图

生物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细胞培育，为患者提供国际先进的肿瘤生物（细胞
免疫）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