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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健康资讯

病例档案

超六成癌症患者长期
忍受癌痛折磨

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威胁我国人
民健康的主要疾病，10年来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最
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
据》显示（注：因数据整理分析，癌痛
统计报告滞后）：中国每年新发癌症
病例达429万，也就是说全国每天约
1万人确诊癌症，平均1分钟就有约7
人确诊癌症。癌痛，作为肿瘤患者最
常见的伴随性疾病，令患者及家属深
受其扰。

原国家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的
癌痛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癌痛的
发生率为61.6%，其中50%的疼痛级
别为中度至重度疼痛，30%为难以忍
受的重度疼痛。

海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康复与姑
息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林海锋表示，疼痛不仅会影响癌症
患者的体质，降低他们的身体机能
和对肿瘤治疗的耐受力，还会给他
们带来巨大的精神负担。有些患者
甚至因为不堪长期忍受疼痛折磨而
丧失求生意志。如何控制疼痛已经
成为癌症治疗中的重要一环，甚至
是癌症晚期患者追求生命最后尊严
的唯一要求。

在肿瘤内科工作多年的林海锋，
见过太多被癌痛折磨的患者。“我曾
经见过一个患者疼到在地上打滚，很
令人心痛。”

疼痛已成为继呼吸、脉搏、体温、
血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日益受到
世界各国医护人员、社会公众的重
视。但是在中国，由于多方面原因，
癌痛未被治疗或治疗不足仍是普遍

存在的现状。林海锋介绍：“谈到癌
痛治疗，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存在不
同程度的认识误区和治疗顾虑。有
的认为，癌痛不是病，无需特别治
疗；还有的过于担心使用镇痛药会
带来的不良反应。部分医务人员持
有‘重治癌，轻治痛’的观念，这些都
严重影响到我国癌痛诊疗的总体水
平。”林海锋也指出，部分患者无法
获得及时、合理治疗癌痛的原因不
完全是因为经济条件，很多时候是
出于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恐惧感，

“这些错误观念必须加以破除，所以
解除思想顾虑、加强科普知识极为
重要。”林海锋说。

基层医院癌痛规范化
治疗有待开展

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肿瘤内
科主任李方看来，为癌痛患者提供及
时、规范、有效的疼痛管理，不仅要靠
完善的制度，还需要有高水平的医疗
团队，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重
视。“缓解疼痛是患者应有的权利，也
是医务人员应尽的职责。主动询问并
实时关注患者的疼痛状况，是医护人
员对癌症患者人文关怀最直接的体
现。”

据介绍，我省于2012年启动了
“GPM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项
目，推动癌痛规范化治疗，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是我
省最早期开展“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
病房”项目的医院之一。“目前，我们
科住院患者的癌痛控制率为90%。
我们控制癌痛的原则是：实现一天内
控制患者的疼痛级别在3级以下，疼
痛不超过两次。”林海锋介绍，癌痛治
疗可以将癌痛控制在患者可以接受

甚至感觉不到的范围内，不会影响患
者的正常生活。

医院肿瘤内科病房护士陈影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对住院的
癌症患者进行癌痛治疗方面的宣
教，并协助医生时刻关注患者的疼
痛情况，以便采取及时的缓解措
施。

“每个患者住院时，我们都会进
行疼痛筛查，了解其疼痛情况，以及
对其及家属进行癌痛治疗的宣教。
对住院患者，我们每周五也有一个集
中的宣教。”陈影表示，医院希望能够
让更多的癌症患者都能接受到正规
的癌痛治疗，最大程度缓解他们的痛
苦。

但目前，除了海口、三亚、儋州、琼
海几个市县外，在我省其他市县的医
院，癌痛规范化治疗工作仍未开展。

而目前在很多基层医院，除了医
务人员没有掌握规范化的癌痛治疗
方法外，癌痛治疗药物也十分缺乏。

“很多基层的患者要到海口来找我开
药。由于这种药物只能开半个月的
用量，他们每半个月就得到海口一
趟。有些偏远地区的患者，来回一趟
就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林海锋深
知患者的不易。

由于治疗癌痛的药物一般较贵，
加上医院医改药占比要求的限制，医生
在开具药物的时候也会受到限制。同
时，新农合患者在门诊也无法报销一些
治疗癌痛的常见药物。“有些癌痛严重
的患者，有时一天的用药高达几百上千
元，如果门诊不能报销，这对他们来说
是很大负担。”林海锋说。

有业界人士建议，希望政府部
门能够完善医保支付体系、取消阿
片类药物的药占比限制、制定晚期
肿瘤患者基本药物目录、推动麻醉
性镇痛药的普及等。

逐步提升我省癌痛规
范化治疗水平

今年8月4日，由中国抗癌协会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CRPC）、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
CO）癌症康复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
会以及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协作
组（简称“蔚蓝丝带”）共同主办的“蔚
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大型公益活
动海南项目在海口启动。未来，海南
省“蔚蓝丝带”大型公益活动将开展
系列工作，提升我省各级医疗机构癌
痛规范化治疗水平，提高公众对癌痛
的认识和理解。

海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王琳在“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大
型公益活动海南省项目启动会上表
示，项目将成立海南省“蔚蓝丝带”关
爱癌痛患者专家组指导全省癌痛医
学专业教育、科普宣传、患者宣教。
同时设立“蔚蓝丝带”疼痛学院、“蔚
蓝丝带”科普教育中心、“蔚蓝丝带”
志愿者团队，从医护专业培训、患者
及家属教育、社会科普宣教、志愿者
帮扶等多个方面，深入各级医院，尤
其是基层社区医院普及癌痛规范化
知识，提高全社会对于癌痛以及癌痛
患者的重视，提升癌痛规范化诊疗的
总体水平。

王琳表示，用药不足也是一种不
合理用药，提高癌痛规范化治疗和合
理用药水平，对改善肿瘤患者的医疗
服务，提高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尤为重
要。通过“蔚蓝丝带”公益活动，将帮
助海南省广大癌痛患者消除认识的
误区，树立癌痛治疗的正确观点；帮
助广大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逐步建
立起镇痛治疗的正确理念，为广大癌
痛患者送去关爱。

我省将逐步推广癌痛规范化治疗

规范化止痛，让癌痛再轻一点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刘金
实习生 刘亦辙

疼痛是病吗？
疼痛一开始只是身体伤

害所发出的警告信号，身体伤
害去除，疼痛也会相应消失。

如果疼痛已经超过3个
月，则属于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需
要服用合适的镇痛药进行治疗。

疼痛会影响患者的情
绪，对其饮食和睡眠也会造
成影响。疼痛还会给患者家
属带来不便。当患者疼痛
时，不要忍耐疼痛，也不能乱
吃镇痛药和随便贴药膏，止
痛用药需经医生指导。

预防肝癌
改善生活习惯是关键

乙肝、肝硬化、肝癌家族史、嗜酒和黄曲霉
素都是肝癌的重要诱因。相比其他肿瘤疾病，
海南省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列前茅，其高
发的原因离不开以下几点：

第一，病毒的传播。海南纬度低，高温周期
长，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病毒长期刺激
肝脏，正常细胞就会发生癌变；此外，食物容易霉
变，滋生黄曲霉素；第二，酒精。大量饮酒可以导
致肝癌，在欧美国家，酒精性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癌
占比较多，在海南也有饮酒导致的肝癌病例。第
三，肝硬化。肝硬化的下一步往往就是肝癌。除
此之外，还有家族病史、食品的农药污染、免疫力
力低下等综合性因素。

预防肝癌，改善生活习惯是关键。首先，在没
有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必须要确保体内有乙肝抗
体，体检发现没有抗体时要及时接种；其次，如果
发生了乙肝、丙肝等病毒感染，就要及时积极治
疗，阻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形成肝硬化；另外，日常
生活中，不要吃发霉变质的食物，也不可给动物食
用；有酗酒习惯的人群要及时戒酒，均衡饮食，坚
持锻炼。

最后就是定期体检，特别是有家族病史的人
群，40岁之后每年都要体检，查肿瘤标志物，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发现越早，治愈可能性越大，
近年来由于介入技术的发展，好多病人通过治疗
以后，生存率大幅提高。

（海南省肿瘤医院介入中心主任 牛惠敏）

肌肉训练让晚年更强壮
近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文提示，

力量训练能改善体型、增强肌肉，还能降低老人的
死亡风险。

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运动医学会建议，老人
每周至少进行两次力量训练，有助减缓退行性的
肌肉和骨量流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对3
万多名65岁以上老人进行了为期15年的追踪调
查，结果显示，每周至少进行两次力量训练的老人
死亡率比其他人低46%，这些人患心血管疾病或
癌症的可能性也较低。

力量训练能降低糖尿病风险。美国密西西
比大学健康与运动科学副教授保罗·罗普仑兹
认为，肌肉强壮的人体内有更多胰岛素受体，有
助于调节血糖含量。此外，从事肌肉训练还能
提高老人的身体平衡性，防止跌倒，有助其更顺
利地完成日常活动，如照顾孙辈和购物。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运动机能学副教授尼尔·
约翰森强调，肌肉训练让老人身体更健壮，晚年
生活质量更高。

老人开始力量训练前，应先咨询医生，最好请
专业人士设计个性化健身方案。练习要循序渐
进，慢慢加大负重，同时保证姿势的准确性，并持
之以恒。弹力带、自重训练（如卷腹、引体向上等）
和一些瑜伽体式都能帮老人完成力量训练的目
标。每次训练时间约30分钟，每个动作做8-10
次，完成1-3组即可。

（生命时报）

滴酒不沾才最健康
美国科学家日前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一项内

容详尽的报告显示，关于喝酒，最健康的做法是滴
酒不沾。

据报道，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的研究员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表示，2016年酒
精导致280万人过早死亡，并且酒精是造成15
到49岁年龄阶段人群早死或残疾的主要危险因
素。

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27.1%的女性癌症死
亡病例以及18.9%50岁以上的男性癌症死亡病例
都与他们个人的饮酒习惯有关。

研究人员研究了1990到 2016年间 195个
国家居民饮酒量对健康的影响情况。研究人员
利用694项研究的数据来发现饮酒现象的普遍
程度，并根据592项研究的数据来确定健康风险
程度。

该研究还分析了适度饮酒是否如之前的报告
表明那样有益健康。报道称，尽管研究人员发现
少量饮酒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心脏病，并且可能
对糖尿病也有预防作用，但酒精的这些益处远远
不及它带来的害处。

研究表示，“如果现在不制定政策，酒精将会
对未来的居民健康造成可怕的影响。广泛认为酒
有益健康的观点需要被纠正了。我们的研究结果
表明最安全的饮酒量是滴酒不沾。”

研究还称，“这与大部分的健康指南矛盾，因
为健康指南提倡每天喝两杯酒，这样有益健康。
但喝酒会在多个方面损害人体健康，并且会缩短
寿命，对男性更甚。”

（人民网）

医生当机立断紧急手术

8月4日晚，伍先生突然感觉呼吸
困难，胸痛厉害，被紧急送入了海口市
人民医院。伍先生一度陷入深度昏
迷，期间还发生过两次心脏骤停。

在急诊的时候，患者出现了心
脏骤停，被邀紧急会诊的医院心胸
外二科主任白树堂见此情形，当即
决定转入心胸外二科监护室严密切
观察病情变化。在监护室里，患者
再次发生心脏骤停，经紧急抢救成
功复苏。

“立即准备手术！”白树堂的这个
决定，让科里的年轻医生心里直打
鼓。患者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无法
询问详细的病史情况，又不能转运到

超声科及放射科做必要的术前检查，
患者的心脏结构破坏程度难以确定，
手术面临极大的挑战。

尽管面临很大的风险，白树堂
还是选择承受巨大的压力为患者手
术，为他争取生的希望。当打开患
者的胸腔后，白树堂再一次傻眼了
——这哪里仅仅是患者家属口中的

“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其心脏主动
脉瓣膜已经全部腐烂，连主动脉的
根部都已经产生严重的瘤样扩张，
主动脉壁已经薄如蝉翼，随时都会
破裂，危在旦夕。

见此情形，白树堂立即调整手
术计划——不但为伍先生进行了人
工心脏瓣膜置换术，还进行了升主动
脉置换和冠状动脉移植。手术历时4
个多小时，成功地将伍先生从死亡线

上拉了回来，解除了伍先生的生命安
全隐患。

感染性心内膜炎切勿拖延

为什么明知心脏有安全隐患，伍
先生却还拖着迟迟不治疗？原来，就
在10年前，有朋友告诉他，心脏瓣膜
置换是大手术，海南条件有限，最好
到岛外的大医院救治。而除了喝酒
应酬后有些许胸痛外，伍先生平时也
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心脏不适，就心怀
侥幸，想联系到大医院后再做手术不
迟。

“我已经联系好了一家台湾医
院，打算不久后就动身去台湾做手术
了。”伍先生谈到这里，懊悔不已。

白树堂介绍，感染性心内膜炎是

指因细菌、真菌和其它微生物（如病
毒、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等）直
接感染而产生心瓣膜或心室壁内膜
的炎症，有别于由于风湿热、类风湿、
系统性红斑性狼疮等所致的非感染
性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典型
的临床表现，有发热、心脏杂音、贫
血、栓塞等，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疾
病。一旦发现患病，必须尽快到专业
医疗机构治疗。

白树堂表示，近年来，针对此疾
病的救治理念已经有了颠覆性的变
化，尽早手术治疗挽救了许多患者的
生命。心脏瓣膜置换术也已不再是
难度大的手术，只要患者及时发现病
情，及时诊治，并且得到合理的治疗，
可以节省很多治疗成本，治愈率也会
大大提高。

癌癌

痛痛

感染性心内膜炎一拖10年，突发病情命悬一线

四小时紧急手术为患者成功“换膜”

“您现在觉得疼不
疼？”近日，在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肿瘤
内科病房内，医生张诚
胜正在询问60岁的患
者肖女士。患有卵巢
癌的肖女士刚进院时
疼痛难忍，经过癌痛治
疗后，疼痛有了明显的
缓解。

癌痛，作为肿瘤患
者最常见的伴随性疾
病，折磨着许多癌症患
者。我国也在不断推
进癌痛规范化治疗工
作。但目前，癌痛规范
化治疗的开展仍不够
理想，这其中除了公众
以及医务人员对癌痛
治疗的误解和轻视外，
还包括一些政策方面
的瓶颈。目前，我省业
界及相关部门也在努
力开展癌痛规范化治
疗的推广普及工作，希
望帮助癌痛患者实现
“无痛生活，尊严人
生”。

■ 本报记者 侯赛

“推进急救室前，
我遗嘱都写好了。医
生说，再晚5分钟我就
救不回来了！”8月21
日上午，在海口市人民
医院心胸外二科的病
房内，51岁的海口市
民伍先生回想起8月4
日晚，自己因感染性心
内膜炎突发急性心功
能衰竭而命悬一线的
那一刻，仍心有余悸。
幸运的是，在医生及时
为其实施手术后，伍先
生最终转危为安。

镇痛药物有副作用或
者会成瘾吗？

很多人担心服用大量
的强效镇痛药会引起严重
的副作用或者导致药物成
瘾。实际上，由于每个人
服用强效镇痛药起效的药
量上下浮动很大，有一部
分人是需要大剂量给药才
能缓解疼痛。通过很多实
验证实，只要患者需要，并
且用药规范，大剂量强效
镇痛药不仅能够很好地缓
解疼痛，而且副作用小，使
用非常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