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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中西医结合+多学科协作成为抗癌新模式

早诊早治 1/3癌症可治愈

聚焦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徐善应

2 月 4 日是第 18
个世界癌症日，今年癌
症日主题为“我们能，
我能战胜癌症”。 根
据去年国家癌症中心
发布的中国最新癌症
数据，全国每天约1万
人确诊癌症。到 85
岁，一个人的患癌风险
为36%。

为何癌症发病率
不断上升？未来癌症
治疗模式是怎样的？
中医中药对癌症治疗
有效吗？针对这些问
题，美国休斯顿安德森
癌症中心博士后、海南
省肿瘤医院国际医疗
部兼中西医结合科主
任李志刚进行了解读。

“我不吸烟，也不喝酒，还经常运
动，为何癌症偏偏找上我？”去年8月，
35岁的赵燕从医生手中接过肺癌晚期
的诊断报告时，内心“十万个想不通”。

很多像赵燕一样的癌症患者，都

曾有过这样的疑问。李志刚解释道，上
世纪30年代的癌症患者大部分是老年
人，因为自身的衰老，造成体内组织干
细胞的死亡，容易患上癌症。如今随着
世界工业化进程加快，粉尘、微生物、汽

车尾气等种种外界伤害因素越来
越多，并且叠加在一起，造成患癌
比例上升，癌症出现年轻化趋势，甚至
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都有被诊断患上癌
症的。

此外，不健康、不均衡的饮食习
惯，高脂、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

素、缺乏微量元素（碘、锌、铜、硒等）、
过量饮酒、吸烟等都与肿瘤的发生发
展紧密相关。

癌症发病率持续上升

“即便罹患癌症，如能做到早期发
现，并得到及时正规的治疗，三分之一
的癌症是可以治愈的。”李志刚说。

李志刚表示，从医学角度来看，
多学科综合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
模式和发展方向。多学科的共同参
与使癌症治疗也从单一方法转变为

多种手段的联合。“多学科综合治疗，
绝不是几种治疗方法的简单相加，而
是将一个患者的病情进行科学分析，
通过合理安排各种治疗手段，从而获
得最好的疗效。”

李志刚表示，目前癌症患者面临
“三大杀手”，第一大“杀手”便是癌细

胞；第二大“杀手”是医源性的过度治
疗，包括手术、放化疗带来的损害；第三
大“杀手”是感染。在第一、第二“杀手”
打击下，患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越来越
低下，可能招致感染。

对于中医药对癌症的治疗效果，
李志刚表示，针对癌细胞，中医中药

未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撑其疗效，但其
在针对癌症的“第三大杀手”感染这
一环节却有奇效。

“中医中药固本扶正，在抢救时，
往往能把西医束手无策的病患抢救
回来。”李志刚表示，中西医结合有利
于癌症的综合治疗。

癌症患者面临“三大杀手”

许多癌症患者经过与病魔的一
番生死搏斗，在之后一个阶段该如何
进行康养呢？

李志刚表示，首先要养成健康正
确的饮食习惯。癌症患者应少吃糖、
少吃肥肉，因为肥肉中的卵磷脂是细

胞合成原料，吃得越多，癌细胞长得
越快。此外，很多人喜欢术后吃一
些辅助保健品，李志刚表示，是否服
用保健品也要根据个体具体体征决
定。

术后又该如何进行肿瘤监测？

李志刚表示，从肿瘤动向监测上，术
后两年内，每3个月查体一次；2年以
后，每半年查体一次；3年以后，每年
查体一次。要实时监测、终身健康管
理。

最后，心情是控制癌症的良

药。李志刚表示，癌症并不是不治
之症。只要能够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1/3可以预防，1/3可以
治愈，还有1/3则可以通过改善症状
减轻患者痛苦，提升患者的生存质
量。

做好康养和肿瘤监测
医技前沿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4年时间，5次病危通知。自
2014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小尤
就开始了顽强的抗癌之路。

小尤患病前是一名优秀的导
游。2014年3月，她因为肚子疼去医
院做检查，被查出肺癌局部晚期。

“恐惧、悲伤、畏缩和眼泪都于
事无补，既改变不了现实，也挽救不
了生命。医生告诉我，每个人身上
都有抗癌的潜能，如果充满希望、精
神不垮，那么就能调动这些抗癌力
量对癌细胞发起攻击。再配合正确
的治疗，与癌症的这场硬仗还是有
胜算的，所以我绝对不能轻易放
弃！”小尤嘶哑的声音十分坚定。

“生命在于超越自我，心里拐个弯
就看到了曙光！”怀着这样的信念，除
了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小尤还每天

坚持到公园跳广场舞，还经常积极参
与儿子所在学校的公益活动。

2016年，小尤的肺部肿瘤发生
了转移。她的声音开始变得嘶哑。
她又进行了新一轮化疗。病情继续
恶化，医生和家人都以为小尤的生存
希望渺茫，然而小尤依然没有放弃，
每天努力进食，自己试着锻炼站立，
7个月后竟奇迹般站了起来。

2017年4月，小尤病情再次恶
化，出现了昏迷、继发性癫痫、大小
便失禁，眼睛也失明了。此时，她得
插胃管，用注射器进食。这需要经
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如今，小尤再一次奇迹般逃脱
了死神的魔爪，但视力却一直没有
恢复。“虽然我看不见了，但是我一
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总有一
天会看见的。”病床上的小尤坚定地
说。

36岁患者与癌症顽强抗争

“心里拐个弯就看到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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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有些人会
长智齿有些人却没有呢？现代医学一
般认为智齿是人类进化的残余物。

由于智齿生长在牙槽骨的末端，
现代人类的牙槽骨由于进食越来越
精细化而存在长度、宽度、强度上不
同程度的退化，从而导致其无法提供
足够的空间供智齿萌出，这样智齿在
萌出时往往会因为空间不足而造成

异位萌出、阻生；此外智齿本身的退
化也会导致萌出数目不足，不对称萌
出等。这些萌出的异常加上清洁防
治的困难通常会在临床表现为智齿
冠周炎、智齿或者临近牙齿的龋齿、
牙周炎、牙髓炎等疾病，引发剧烈的
疼痛。因此建议对于萌出异常或者
不对称萌出的智齿及早进行预防性
拔除。

这样的智齿请及时拔除

医生建议应及早拔除这四类阻生
齿。阻生齿拔掉的难度一般比普通牙齿要
大，应选择正规、专业的口腔医院进行拔
除，且拔牙后24小时内不要刷牙漱口，24
小时后可用凉水漱口，早晚刷牙，保持伤口
清洁，刷牙时注意保护伤口。拔牙2小时后
可以吃东西、喝水，饮食方面需清淡、温软，
一周以内忌烟酒，不能吃辛辣刺激、过热、
过硬的食物，同时要保证足够营养，适当多
吃肉、蛋、奶等富含蛋白的食物。（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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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符王润）2月4日
世界癌症日，海南省抗癌协会及青
年理事会在海口市万绿园组织了
世界癌症日科普宣传活动。来自
我省多家医院的专家们面对面讲
述肿瘤治疗方法，多位患者还以自
己的抗癌经历进行科普宣教。

全国第三次全死因调查结果
显示，肿瘤是我国居民第二位死
亡原因，而在城市则排在第一
位。2017年 2月，国家癌症中心
发布数据，与2012年相比，全国
癌症新发人数从 358 万增加到
368万，增幅3%。同年，世界新发
病例约1409万，我国癌症新发病
例约占世界的1/4。

据海南省肿瘤筛查中心提供
的数据显示，恶性肿瘤发病和死因
排前列的为肺癌、肝癌、胃癌、食道
癌、乳腺癌、肠癌、鼻咽癌、子宫癌

等，男性发病和死亡率都高于女
性，男性肺癌居首位，女性则是乳
腺癌居首位。吸烟、肝炎、生活饮
用水类型和良性乳腺疾病是恶性
肿瘤的危险因素。

海南省抗癌协会理事长、海南
省人民医院胃肠外二科主任周卫
平表示，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一
样，已经被列为一种慢性病，如果
能够得到及时合理的治疗，能够大
大提升患者的存活率和生活质
量。他呼吁人们不要谈“癌”色变，
要提高防癌抗癌的意识。“我们举
办此次活动，就是希望推动抗癌科
普教育的发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参与癌症的预防和治疗，使更多的
癌症患者都能得到更好的医护服
务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心，帮助
他们树立战胜癌症的信心，消除对
癌症的恐惧心理。”周卫平说。

“我20多年的抗癌心得，最重
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好的心态，要听
医生的话，积极配合治疗，并且坚
持运动和合理饮食。”67岁的海口
市民陈阿姨在她41岁那年被确诊
为乳腺癌，在经历了手术、肿瘤转
移、化疗等痛苦的过程后，她始终
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抗癌，多年
来她也将自己的抗癌心得与其他
患者分享，帮助他们树立抗癌的信
心，“我们抗癌患者有一个‘家’，那
就是海南绿洲抗癌乐园，我们经常
在一起交流抗癌心得，彼此鼓励。”

陈阿姨所说的海南绿洲抗癌
乐园，是于2007年组建的。这个
组织倡导自强不息的生活理念，通
过自救加互助的方式，让癌症患
者走出情绪的低谷，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生活。目前，海南绿洲抗癌乐
园已经有150名抗癌患者加入。

世界癌症日患者现身说法

抗癌20年 心态最重要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冯琼

近日，海南省人民医院胆胰外
科成功为1例“镜面人”合并胆囊
结石患者实施了腹腔镜胆囊切除
术。患者术后2天即康复出院。

日前，59岁的王女士因上腹
部疼痛到海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入
院后上腹部CT显示，这是一位罕
见的“镜面人”合并胆囊结石患者。
该院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吴昌雄等医
师就手术方式、手术入路及术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等问题展开讨论和充
分预案，遵循微创外科的原则，决定
采取腹腔镜胆囊切除术。1月25
日，由吴昌雄主刀，为王女士进行了
不到半个小时的微创手术。

据介绍，“镜面人”是完全内
脏反位的俗称，临床上通常表现
为胸腔、腹腔脏器及解剖结构的
完全左右反位。是一种罕见的先
天性畸形，发生率仅约0.01%，合

并胆囊结石的SIT则更为罕见。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显示，目前全
球范围内仅 79 例 SIT 合并胆囊
结石且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个
案报道。此病例为海南省首例。

吴昌雄介绍，“镜面人”是一
种正常变异，可能与胚胎期发育

异常有关，有家族聚集现象。它
通常不影响人的健康，但由于解
剖结构的变异会颠覆原有的医学
常识，因此一旦患病就会给手术
治疗带来巨大障碍，成为严重影
响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这也是
本次手术的最大难点。

女患者内脏全长反 医生手术“反弹琵琶”

我省完成首例“镜面人”腹腔镜手术

海南首届经方临床
学术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为了进一步提高临床医
师中医治疗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临床，近日，海南
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海南首
届经方临床学术论坛在海口举行。

此次学术论坛为期两天，来自省内外的中医
药名家，围绕中医药在临床上的运用与发展进行
交流。

省妇幼保健院
母婴护理中心开业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近日，由海南省妇幼保
健院创办的母婴护理中心开始试营业。这也是海
南首家由公立医院创办的母婴护理中心。

海南省妇幼保健母婴护理中心依托海南省妇
幼保健院妇产科、新生儿科、心理、营养、中医保健
等资源组成，致力于为产后妈妈们提供一站式的
服务，为妈妈和宝宝提供产褥期专业护理和系统
健康管理服务。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樊利春介绍，中心
所有工作人员均为接受过严格专业培训的注册护
士，可为产妇及婴儿提供专业的人性化服务。同
时，依托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医疗和护理资源，医院
产科、儿科、营养科及中医科等科室专家将会定期
巡诊查房，中心还开通与医院的专属就医绿色通
道，确保医疗服务的安全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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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研究：

人造病毒可杀灭细菌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发布的一项新研究说，

一种完全由人工合成的病毒可高效杀灭细菌，并
且不容易引起细菌的耐药性，有望帮助医学界解
决日益严重的一些致病细菌对抗生素耐药的问
题。

随着许多地方对抗生素的滥用，不少细菌已
开始呈现耐药性，一些所谓“超级细菌”甚至对现
有大部分抗生素具有耐药性，一旦感染人类就很
难治疗。因此医学界一直在研发新型抗生素，但
研发速率严重落后于细菌出现耐药性的速率。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
期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他
们在实验室中人工合成了一种病毒，能像微型无
人机一样，在微观世界中发现细菌细胞并发起攻
击，它可以通过接触并破坏细胞膜而将整个细菌
摧毁。相比而言，此前一些抗生素需要进入细菌
细胞，并击中里面的某个目标才能产生效果。

这种人工合成病毒摧毁细菌细胞的方式意味
着细菌不容易对它产生抵抗性，从而有助于解决
细菌耐药性问题。报告作者之一、国家物理实验
室学者马克思·里亚德诺夫说，这项研究或许能给
治疗感染类疾病带来可长期有效的新方法。

研究人员说，这种人工合成病毒未来还可用
于基因编辑等领域。目前一些基因编辑技术常用
某种病毒为载体，将所需基因运送至细胞内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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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发现：

高剂量手机辐射
致大鼠心脏肿瘤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高剂量手机辐射可导致
雄性大鼠心脏出现恶性肿瘤，但研究人员强调这些
大鼠接受的辐射剂量远高于人们日常使用手机时
所接触到的，因此相关结果不能直接推广到人类。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机构国家毒物管理
局2日发布了相关报告。研究人员以3000只雄
性及雌性大鼠和小鼠为实验对象，让它们每天接
受总计超过9个小时不同强度的2G和3G信号辐
射，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它们接触的最低辐射量
就已相当于人们使用手机时所接受辐射的最高允
许量，它们接触的最高辐射量则远高出手机对人
体的日常辐射量。结果显示，有6％的雄性大鼠
出现了心脏神经鞘瘤，但雌性大鼠和所有小鼠均
未发现病变。

美国国家毒物管理局的科学家约翰·布赫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研究中的辐射水平和持续时间
远高于人们日常使用手机时所接触的强度，而且
实验鼠接受了全身照射，因此该调查结果不能简
单推广到人类身上，“但该研究发现的肿瘤与此前
某些研究中手机频繁使用者长的肿瘤类似”。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设备与放射卫生中心
主任杰弗里·苏瑞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目前尚无足
够证据表明在现有标准下，手机辐射会对人体健
康造成负面影响。

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曾宣布手机为“可能的致癌物”，引起世人关
注。但在此前后的多项研究都不支持这一看法。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