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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
“家门口”
重新挺直脊梁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王妹琴

看点

人物名片

大医精讲

■ 本报记者 侯赛

肿瘤防治 关键在
目前，
高发的恶性肿瘤有哪几种？
魏志霞表示，海南常见的主要恶
性肿瘤前五位分别为：肝癌、肺癌、胃
癌、结直肠癌、乳腺癌。海南在肿瘤防
治方面具有很多优势，比如基本摸清
了肿瘤发病情况，可制订科学防控措
施；海南在肿瘤治疗方面有优惠政策，
可引进临床急需的抗癌新药新械，国
外抗癌新药、新技术可在博鳌乐城先
行先试；海南良好的气候环境，对癌症
患者术后康复非常有利。
哪些因素导致了恶性肿瘤的发
生？
魏志霞表示，所有恶性肿瘤的发
生有其外因和内因，某些恶性肿瘤可
能有遗传相关性，或与内分泌有一定
相关性；但很多肿瘤都与环境的污染
有关，其中包括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
染、食物的污染；还有一部分是与人们
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相
关，比如长期的抽烟、酗酒等都会导致
肺癌的发生和发展。

2020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前十类
肺癌 17.9%

其他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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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恶性肿瘤 关键做到﹃三早﹄

直播中，魏志霞表示，恶性肿瘤是
威胁人类健康非常严重的疾病；其发
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所以要将治疗
关口前移，即将治疗疾病转变为预防
疾病和大健康管理。
那么，什么是恶性肿瘤呢？
魏志霞解释，肿瘤是由肿瘤细胞
构成的一大块组织，肿瘤细胞是每个
人自身的细胞，只不过由正常细胞变
异进化了。肿瘤细胞可怕之处在于，
比正常细胞吃得多、长得快、没有用，
还不受节制，挤占正常细胞的生长空
间和营养，还会不安居于原发部位，随
着血液、体液到处跑，生根发芽分裂后
代，随后出现扩散转移。
另外，恶性肿瘤会无限制地生长，
且同时会侵犯周围的脏器和组织。它
会通过血液和淋巴的途径转移到远处
的脏器和组织，因为它侵犯了周围的
脏器组织后，会影响到周围脏器组织
的功能，进而导致生命危险。而良性
肿瘤它可能会生长，但它的生长是有
限的，并不是无限的。它没有对周围
组织侵犯的能力，也没有向远处转移
的能力。

五种癌症高发，先进药械有助康复

发病率连年上升，治疗须关口前移

世界卫生组
织最新数据显示：
2020 年全球新发
癌症病例 1929 万
例，癌症死亡病例
996 万 例 。 生 活
中，很多人谈癌色
变，对肿瘤避而远
之。那么，该如何
科学防治肿瘤？
如果不幸患了肿
瘤，该如何治疗与
面对呢？
4 月 10 日，海
南日报健康融媒
工作室联合新海
南 客 户 端《医 来
啦》推出系列健康
科 普《大 医 精 讲》
直播第九期，邀请
海南省肿瘤医院
肿 瘤 内 科（一）主
任魏志霞，在线分
享肿瘤防治知识，
解答大家对于癌
症发病与治疗方
面的疑惑，吸引了
3 万余人观看。

魏志霞，主任医师，海南
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一）主
任。擅长各种恶性肿瘤如头
颈部恶性肿瘤、
肺癌、
乳腺癌、
消化道肿瘤（肝癌、
胃癌、
肠癌
等）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宫颈
癌、
卵巢癌、
膀胱癌等）等的综
合治疗，
致力于肿瘤的内科治
疗及分子靶向药物的治疗研
究，
参与和负责医院国际抗癌
新药的引进和临床应用。

宫颈癌 2.4%
前列腺癌 2.5%
胰腺癌 2.7%

结直肠癌 12.2%

甲状腺癌 4.8%
胃癌 10.5%

食管癌 7.1%
肝癌 9.0%

乳腺癌 9.1%

生 活 中 ，该 如 何 防 治 恶 性 肿 瘤
呢？
魏志霞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明确
提出了癌症预防的“三早”策略，即为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癌症的筛查
和早诊早治，已被公认为癌症防控最
有效的途径。其中，肿瘤筛查是早期
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体
检中，各项血液检查指标，B 超、X 光、
肛门直肠指检，妇科体检中的涂片、乳
腺钼钯等都是常用的方法。这是肿瘤
三级预防中的二级预防，也是关键一
环。
魏 志 霞 指 出 ，面 对 肿 瘤 ，学 会 了
“早期筛查”大可擦亮双眼，诸多肿瘤
如能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基本可以实
现治愈。其中，有肿瘤家族史（3 代以
内近亲有癌症病史）；工作性质长期接
触（粉尘、苯、铅等）有害物质；慢性病
病人（各类癌前病变等）属于高危人
群，应进行早期筛查。
未来，海南将如何推进肿瘤防治
工作呢？
魏志霞建议，一方面要加强科技
创新，包括药物创新、医疗设备创新、
临床技术创新等，另一方面还应该推
动整合医学发展。比如对于一个癌症
患者，过去治疗各科的专家是从自己
的学科优势上考虑，但是现在临床上
多学科会诊模式，就是根据病人情况
选准最好的方案，这就是临床上的整
合。肿瘤治疗需要个性化和精准化，
因此更需要整合。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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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一侧咀嚼，有哪些危害？

健康养生 科学治病

各类食物所含维生素表

正常情况下，绝大多
数人都是用两侧牙齿交替
咀嚼食物，但也有些人习
惯用一侧牙齿咀嚼食物，
医学上称为偏侧咀嚼，也
会影响咬合关系，产生一
定危害：
① 导致错颌畸形、咬
颌关系紊乱：由于反复向
一侧运动，使下前牙的正
中线向一侧错位从而导致
后边的牙齿形成刃对刃、
尖对尖的咬颌，甚至反咬
颌(下牙包上牙)。
② 导致大小脸：
总是
固定用一侧咀嚼，使得一
侧经常得到锻炼，促进了
颌骨及肌肉的发育，因而
该侧面部组织丰满。经常
不用或少用的那一侧因缺
乏锻炼使面部组织发育较
差、萎缩变小，从而造成发
育不对称，一边脸大，
一边
脸小。
③ 易发龋齿和牙
龈 炎 ：不 用 的 那 一 侧 牙
齿由于长期缺乏食物摩

擦 ，而 在 牙 齿 间 堆 积 大
量 的 牙 垢 和 牙 石 ，容 易
发生龋齿并引发牙龈
炎、牙周炎。
④ 牙齿磨耗严重：
咀嚼侧牙由于长期过度负
重会导致磨损严重。当牙
齿遇到冷、热、酸、甜性食
物时容易出现酸痛等症
状，更严重者会发生牙髓
炎症引起剧烈疼痛。
⑤ 颞 颌 关 节 病 ：长
期偏侧咀嚼使咀嚼侧关
节的运动量过大，负担加
重，会使两侧的颞下颌关
节活动不 协 调 ，出 现 张、
闭嘴时关 节 弹 响、疼 痛、
张口受限等症状。
⑥ 胃病：
偏侧咀嚼的
人常常是囫囵吞枣，很难
使唾液中的淀粉酶与食物
中的淀粉充分混合，从而
增加了胃的负担，容易得
胃病。温馨提醒：在饮食
时，要有意识的用两侧牙
齿交替吃东西，避免养成
不良习惯。

世界帕金森病日

早诊疗，
“帕”不怕
本报讯（记者马珂）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
“帕金森病”的认知，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近日，
海南省人民医院举行“411 世界帕金森病日”大型
义诊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加。义诊现场，
医生辅助投影设备向患者及家属讲解帕金森病的
相关知识，同时义诊医生现场为患者解疑释惑。
帕金森又称为震颤麻痹，是一种主要发生于
中老年人身上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主要症状体
现为静止性震颤（静止状态下出现不由自主抖
动）、肢体运动僵硬、动作迟缓、姿势平衡障碍，行
动困难等。据统计，目前在 65 岁以上的中老年群
体当中，每十万人中大概有 1700 个人患帕金森
病，是威胁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第二大类疾病。
据了解，目前帕金森病的治疗手段已经十分
成熟，
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同时还会根据患者的
发病程度，采取手术治疗、康复和运动治疗等手
段。其中，脑深部电刺激术疗法已经十分成熟，它
是一项安全有效、微创、可逆的手术治疗手段。
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李俊驹表
示，省人民医院目前已成功为 54 例患者完成了手
术，而且患者后续康复良好。早发现，早治疗，正
确治疗，帕金森病并不可怕。

学会这几招 癌症躲着你
全球 1/5 的人在其一生中会罹患癌症。世卫组织专家明确表示：三分之
一的癌症可以预防。如何“防”？您只要学会以下这几招，就可能成为其中
“三分之一”
的幸运儿，
癌症就会躲您远远的。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海南知
名健康管理专家吴智勇表示：
首先，坚持运动。科学证明，每
天坚持 30 分钟以上运动，能有效降
低患癌风险。
生命在于运动，但中老年朋友，
建议以散步为主，剧烈运动副损伤
较大，
会适得其反。
二是少吃高盐和腌制食品。胃
癌与不良饮食习惯有关系密切，过
量食盐，常吃辛辣、熏制、腌制食物
等对胃黏膜会造成直接损害，出现
充血、水肿、糜烂、溃疡、坏死和出血
等一系列病理改变，同时还能使胃
酸分泌减少，
胃黏膜易受攻击。
三是多喝水。水是生命之源。
多喝水，能“清理”胃肠内残留物，保
持胃肠道“干净”。喝水多尿液增
多，可减少尿液中致癌物质，降低膀
胱癌风险。

不要酗酒
海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专家
周开伦，
从事肝癌防治工作近 40 年。
肝癌的发生与乙肝、
丙肝等传染性疾

■■■■■

“如今当地医疗条件好了，
孩子在
‘家门口’
就
能进行先天性脊柱侧弯矫形术治疗。”日前，在南
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邱勇的
指导下，三亚市人民医院成功为一名 2 岁患儿实
施手术，患儿父亲周先生对医生团队连连道谢。
脊柱侧弯，虽然听上去较为陌生，
但其实并不
少见。有研究表明，脊柱侧弯已成为继肥胖、近视
后，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第三大“杀手”。
一年前，周先生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脊柱侧弯，
需要及早手术治疗。虽诊断明确，但是如何治疗
却给周先生家带来新困扰。
“由于脊柱侧弯矫形手术难度大、风险大，稍
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截瘫。因当地医疗水平有限，
医生建议带孩子去省外脊柱外科就诊。”周先生
说，家庭收入无法支撑得起省外就医高昂的路费、
生活费以及治疗费，他只能带着孩子在省内四处
寻医。
去年底，在一次就诊时，周先生听说南京大学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邱勇作为柔性
人才引进，被聘请为三亚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指
导主任，每个月会到三亚出诊。这则消息如同穿
透乌云的阳光，
让周先生重拾治愈孩子的信心。
据悉，邱勇在脊柱侧弯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
他所带领的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
在脊柱
畸形的矫治难度上和矫治患者的数量上，处于全
国前列。
“脊柱侧弯是一种脊柱的三维畸形，正常人的
脊柱从后面看应该是一条直线，并且躯干两侧对
称。如果从正面看有双肩不等高，或后面看后背
左右不平，就应怀疑脊柱侧弯。”
邱勇指出，
脊柱侧
弯是危害青少年和儿童的常见病，如不及时发现、
不及时治疗，
可发展成严重的畸形，并影响心肺功
能，严重的甚至导致瘫痪。
在邱勇的指导下，三亚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
团队根据患者病史、体格检查及术前检查结果，进
行多学科病例讨论，研究手术策略，在团队精密协
作下，历时 2 个半小时，顺利完成手术。如今患者
不用奔波跨省寻求治疗，在“家门口”就能进行手
术治疗，重新挺直脊梁。

病关联十分密切。但周开伦认为，
长
期酗酒也会增加患癌的几率。
周开伦提醒，饮酒一定要有节
制，最好是戒酒。

戒烟永远都不晚
吴军是海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
主任，他建议，防癌首先戒烟，避免
吸二手烟。
吴军介绍，吸烟不仅和肺癌有
直接关系，科学已经证明，吸烟也是
胃癌、结直肠癌、宫颈癌、乳腺癌等
癌症的重要
“元凶”。
每天吸烟 20 支以上的人，患癌
风险比不吸烟者高出 25 倍，尤其吸
烟的女性，
会比男性患癌风险更大。

千万不要“趁热吃”
大人喜欢劝孩子“趁热吃”。殊
不知，
有可能害了孩子。
海南省肿瘤医院胃肠外科主任
涂瑞沙，从事胃食管肿瘤诊疗 20 多
年，接诊了不少“趁热吃”导致食管
癌变的病例。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75℃热水
灌饲，即会引发上皮细胞变性，黏膜
炎症，导致细胞核酸代谢受影响。

■■■■■

长期反复的热刺激，可促使食管发
生癌变。在我国一些食管癌高发地
区，当地习惯进食温度都比较高。
该院头颈外科主任钱永认为，
食物过热会对口腔黏膜造成损伤，
最终导致口腔癌的发生。
日常饮食中，适宜的进食温度
在 10 至 40℃左右，口腔、食道耐受
最 高 温 度 在 50～60℃ 左 右 ，超 过
65℃便足以烫伤黏膜。

学会情绪管理
海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
钟晓捷介绍，研究表明，胃癌、肝癌
甚至颅内恶性肿瘤等，与过度压抑
的情绪相关。
科学证明，当人长期处于紧张、
焦虑、抑郁状态时，会导致人体的内
分泌失调，导致雌激素分泌紊乱，从
而诱发乳腺癌发生的可能。尤其更
年期的女性，身体某些机能会变得
紊乱，影响激素分泌，乳腺癌发生几
率会相对提高。
“早检查、
早发现、
早治疗”
是癌症
诊疗的“法宝”。因此专家们共同建
议：
一定要定期体检，
并且要到专业医
疗机构，
进行癌症精准筛查。（梁山）

海南现代医疗集团
三家医院合并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海南现代妇女儿童
医院、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海南现代泌尿专科医院
合并仪式在海口举行。三家医院的整合发展，是
为了满足海南民众、国内外游客及外籍人士多层
次多样化的高品质就医保健的需求。
合并后，原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更名为海南现
代妇女儿童医院（南沙院区）、原海南现代泌尿专
科医院更名为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龙昆南院
区），与海口市琼州大道的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形成
“一院多区”
发展新格局。
三家医院合并后，将拥有员工 1000 多人，高
级职称 60 多人，核定床位 500 多张；各院区的专
家团队，包括多位曾任职国内省内知名三甲医院
的专家教授、主任医师等高端医疗人才及特色专
科、医疗技术、设施设备、科研等资源将得到共享，
形成优势互补，
可为民众提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
的医疗服务。

获取更多权威健康资讯，
关注“兜医圈儿”微信公众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