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来信：我今年 50 岁，
最近身上不知不觉长出几个
脂肪瘤，有大有小，平时没啥
感觉，请问脂肪瘤会不会恶
变？要不要手术切除呢？

“关于脂肪瘤，大家确实了解甚少，
虽然是一种良性病变，但只要跟‘瘤’
挂钩，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海南省
肿瘤医院骨软外科主任陈煜表示，在
海南省肿瘤医院骨软外科门诊，几乎
每天都有脂肪瘤的病人来就诊，很多
人身上发现的包块，有的黄豆大小，有
的鸡蛋大小，有的甚至十几二十厘米。

什么是脂肪瘤？陈煜介绍，脂肪
瘤为正常脂肪样组织的瘤状物，可出
现于身体任何有脂肪的部位，好发于
肩、背、颈、乳房、臀部和四肢。一般为
单个或多个位于皮下的局限性肿块，
也可见于机体深部。瘤体境界清楚，
呈分叶状，质软，通常生长缓慢，但可
发展为巨大体积。表面皮肤正常，一
般无自觉症状。

“脂肪瘤病因暂时不明确，一般由
遗传、慢性炎症、脂肪代谢异常、长期
激素治疗等多种因素诱发。”陈煜表
示，脂肪瘤是良性软组织肿瘤中较常
见的一种，仅次于血管瘤，占良性软组
织肿瘤及瘤样病变的25%左右。患

者以男性多见，约为女性的2.5倍，主
要发生于成人，特别是40~60岁的中
年人，有脂肪瘤家族史的人群。

得了脂肪瘤，要不要切除？陈煜
认为，脂肪瘤如无症状，不影响生活，
可不治疗。如果瘤体生长较快、较大
或出现疼痛，甚至压迫血管、神经、脏
器等压迫症状，应行手术治疗。

脂肪瘤患者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呢？陈煜建议，脂肪瘤患者应注意健
康饮食，避免不规律进食、暴饮暴食。
多食用粗纤维食物，如芹菜等，少吃高
胆固醇如蛋黄、动物肝脏，注意饮食均
衡，多吃蔬菜水果，超重者忌吃油炸、
油煎食物，限制饮酒，禁忌抽烟。脂肪
瘤患者应注意观察肿块，肿瘤一旦变
大、变硬、颜色改变，压迫神经出现疼
痛时，则应该立即就诊。如果手术切
除后脂肪瘤复发，也需及时就诊。

脂肪瘤需要做哪些检查？

超声检查：超声可判断脂肪瘤的
大小，是否有粘连等现象。

CT检查：脂肪瘤通过CT可以排
查是否存在血肿、感染等症状。

核磁共振检查：核磁共振可以判
断深部脂肪瘤的大致性质。

病理学检查：通过穿刺或手术切
除瘤体取得病理组织，从而分析瘤体
性质，是确诊脂肪瘤的金标准。

身上长包块，怎么办？
■ 本报记者 侯赛

■ 本报记者 侯赛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
来……又到螃蟹最肥美的时候，但
是，这样的美味在食用的时候颇有
一些讲究。螃蟹必须要吃活的
吗？螃蟹哪些地方不能吃？如何
挑选螃蟹？对此，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了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
副主任医师徐超。

螃蟹必须要吃活的吗？

螃蟹死后，蟹体很快僵硬和自
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扩散到
蟹肉中去。在弱酸环境下，细菌会
分解氨基酸，所以，螃蟹死亡时间
越长，体内的组胺、类组胺物质就
越多。如果食用死蟹，前者会引起
过敏性食物中毒，后者造成呕吐、
腹痛、腹泻等。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螃蟹都
一定要吃活的。许多海水蟹被
捕捞后，离开海水很容易就死
了，特别是一些远洋捕捞的 。
像梭子蟹等海水蟹不一定要吃
活的，但捕捞船上的速冻和保
鲜是很重要的。比如，在沿海
地区买的活海蟹，如果不能及
时吃完就要迅速冷冻起来，需

要时再取出蒸煮。

吃螃蟹有什么讲究？

螃蟹最好高温蒸熟，现吃现
做，需在 100℃以上的高温下持
续蒸煮 20 分钟～30 分钟后，方
可彻底杀灭体内微生物。螃蟹
如何烹饪，都必须要清除蟹腮、
蟹胃和蟹心等内脏。蟹腮长在
蟹体两侧，形如眉毛，上面吸附
着大量的病菌和脏物。蟹胃位
于蟹体前半部呈三角形锥状，内
有大量污泥和病菌。蟹心紧连
蟹胃位于蟹黄中间，呈六角形片

状，味涩，也应除去。
此外，要注意螃蟹不与茶水、

柿子同食。开水会冲淡胃酸，茶
会使蟹的某些成分凝固，不利于
消化吸收，还可能引起腹痛、腹
泻。柿、蟹两者同吃，易引起呕
吐、腹痛、腹泻等反应，还可能引
起结石症等。

烹蟹时，调料中应加一些新鲜
姜末，生姜有温中散寒解毒功效。
如果吃蟹后感到肠胃不适，可用生
姜煮水，趁热喝下，有暖胃功效。

如何挑选螃蟹？

1. 鲜活的河蟹蟹鳌夹力大，蟹
腿完整，爬行快速有力，背壳呈青
绿色且有光泽，腹部洁白且饱满，
还能连续不间断吐泡。

2. 吃不完的活河蟹，可以用严
实的竹筐保存。先铺一层泥沙，再
放置一层吸水的毛巾或者海绵，最
后将竹筐存放置阴凉处，一般可使
螃蟹存活4天~5天。

3. 海蟹应选择蟹鳌和蟹腿
完整无缺失，腿关节有弹性不僵
硬，蟹壳呈青灰色且两端的壳尖
针状物无损伤。比较新鲜的海
蟹蒸煮后，蟹肉呈丝状的纤维，
不塌陷。

秋吃螃蟹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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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肺炎由各种因素引起，
但是肺炎疫苗仅预防肺炎球菌引
起的肺炎，那么用疫苗来预防还有
必要吗？

●任翼：虽然疫苗并不能预防
所有病因的肺炎，还是很有必要接
种，接种疫苗后肺炎的住院率和死
亡率都有了明显下降。

●问：肺炎疫苗有13价和23
价两种，它们有什么区别，该如何
选择？

●曾雪霞：13价肺炎疫苗和23
价肺炎疫苗的区别主要是针对的
接种人群年龄的区别。13 价肺炎
疫苗适用于6月龄到6岁生日前的
婴幼儿，特别是对2岁以下儿童产
生免疫效果更好，23价肺炎疫苗适
合于2周岁以上的人群接种。

儿童优先使用 13 价肺炎疫
苗。13价肺炎疫苗能够覆盖13种
引起肺炎球菌感染的血清型，23
价肺炎疫苗可以覆盖23种肺炎球
菌感染的血清型。接种肺炎球菌
疫苗以后可以产生保护性的抗体，
预防肺炎球菌引起的感染。打完
13 价疫苗，还应该要接种其他疫
苗，有免费的和自费的疫苗，可以
接种。

●问：接种过13价肺炎疫苗
还需要接种23价肺炎疫苗吗？

●曾雪霞：看情况。
国内外观察数据显示，肺炎疫

苗保护时间都较长，如果孩子身体
情况较好可以不需要再接种23价。

两种疫苗并不是完全对等的
型别和工艺。如果孩子大了些，或
抵抗力差，则可以选择再接种一剂
次的23价肺炎疫苗。

●问：接种过23价还需要接
种13价吗？

●曾雪霞：可以接种，两种疫
苗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型别和工
艺。可以产生更好的免疫预防效
果。

一次手术除双瘤
海南省肿瘤医院成功实施
双原发癌切除手术

日前，海南省肿瘤医院为一位“双原发癌”患
者实施了外科治疗，一次手术成功切除了胃部和
肠道的肿瘤。9月23日，笔者在该院宽敞明亮的
病房见到患者张先生，他表示身体恢复如常，“感
觉很好”。

胃癌不适入院 一查肠道还有肿瘤

张先生今年70岁，家住东北，在海南养老，身
体一直非常健朗。但半年前，张先生经常出现胃
部隐痛、反酸等不适症状。在当地医院检查后诊
断为“胃炎”，吃药治疗仍不见好转。后到大医院
检查，被明确诊断为胃癌。

经人介绍，张先生辗转找到国内知名腹部肿
瘤专家、海南省肿瘤医院首席专家邵永孚治疗。
在术前例行检查时，治疗团队发现张先生的肠道
上也有肿块。

这一发现，可让专家们犯难了。因为如果是
胃癌转移，整个治疗方案就要推倒重来。为慎重
起见，治疗团队利用该院先进的肿瘤专业检测设
备，进行了细致检查，最终得出明确诊断结果，不
是胃癌转移，而是不多见的同期“双原发癌”。

一次手术切除双瘤 患者多方受益

同期双原发癌治疗，与单一部位肿瘤相比，手
术难度和风险更高。

张先生的两处肿瘤，都发生在胃肠消化系
统，如果同时手术切除，就会形成3处手术接口，
增加吻合泄漏风险。同时，因胃肠上下联动原
因，术后初期可能出现相互“干扰”，易发生手术
并发症。

如果分开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尚未切除的
肿瘤可能产生“应激反应”，出现不可预知风险。
同时，患者要经历两次手术痛苦，费用倍增。

邵永孚团队对张先生身体“耐受度”充分评估
后，决定采用“一刀双瘤”方案，一次手术完成两处
肿瘤的切除。

手术由邵永孚主刀，先切除了胃部肿瘤，随后
又切除了肠道肿瘤，手术异常顺利。

术后，张先生身体恢复很好，没有出现任何并
发症。病理检测结果表明，张先生两处肿瘤分别
为原发“胃窦腺癌”和“乙状结肠癌”。

专家提醒：专业治疗很重要

国内外统计资料显示，同期或非期的双原发
癌和多原发癌占全部恶性肿瘤的0.7%～11％。
邵永孚从事腹部肿瘤治疗数十载，经验十分丰
富。虽然同一时期的双原发癌或多原发癌不多
见，但他遇到也不少。他曾经历一位患者肠道部
位同时出现4处“原发癌”。

邵永孚提醒，治疗肿瘤大病，一定要到专业机
构进行规范化诊疗。同期多发肿瘤，特别是当一
处肿瘤处于早期时，很容易被忽视，一旦造成漏诊
漏治，对患者的伤害几乎不可挽回。

（文/梁山 彭旭）

本报讯（记者马珂）9月 24日是“世界避孕
日”。9月24日上午，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
办、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药具管理中心和儋州
市卫生健康委承办的“高效避孕 孕育健康”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在儋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
场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向育龄人群广泛普及生殖健
康、避孕节育科学知识和高效避孕措施，加深育龄
人群对药具知识和避孕方法的正确了解，增强安
全避孕意识，唤起群众对生殖健康的关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了避孕药具、
宣传品、宣传折页等，接受现场群众的咨询，并细
心地对科学避孕方法和意外妊娠危害等知识进行
解答。

据悉，每年9月26日是世界避孕日，这是一
个国际性的纪念日。成立此纪念日愿景是“建立
一个没有意外妊娠”的世界，旨在提高青年人的
避孕意识，促进青年人对性行为与生殖健康做出
负责任的选择，提高安全避孕率，改善生殖健康
水平。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同怀孕一样，科学避孕是
男女双方共同的责任。流产和重复流产，会给女
性的身心带来长远的伤害，因此，男女双方在两性
关系中应关爱自己与关爱伴侣，正确地使用科学
安全的避孕方法。目前常见的高效避孕方法有：
正确使用避孕套、宫内节育器、短效口服避孕药、
皮下埋植等，育龄人群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避孕方法；同时也要增强避孕知识
的认知，对错误的避孕方法“说不”，如安全期避
孕、体外排精、紧急避孕药等，这些方法不安全不
靠谱。

世界避孕日

科学避孕 为爱负责

中国5岁以下儿童
死亡原因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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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以来，气候变化不
定，儿童呼吸道疾病多发，该
如何预防儿童肺炎呢？9月
25日，海南日报健康融媒工
作室推出大医精讲系列健康
科普直播第19期，邀请海南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免
疫规划专家、副主任医师曾
雪霞，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儿
内科副主任医师任翼，在线
分享儿童肺炎的预防与治
疗，让孩子远离肺炎伤害。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肺炎是全世
界5岁以下儿童的隐形“杀手”。

为什么5岁以下儿童易发生肺炎
呢？曾雪霞表示，婴幼儿时期容易发生
肺炎，这是由于其生理上的特点，如气
管、支气管管腔狭窄，黏液分泌少，肺弹
力组织发育差，血管丰富易于充血，肺
含气少，加之免疫力差等，致使婴幼儿
不仅易患肺炎球菌感染的肺炎，且一旦
患病，大多较严重。而到5岁以后，儿童
的发育会逐渐健全，肺炎球菌感染引发
的呼吸道疾病和死亡会大幅下降。

曾雪霞表示，儿童肺炎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肺炎疫苗上
市之前，肺炎球菌感染导致的肺炎住院
儿童中5岁以下儿童接近80%。据世
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约有160万
人死于肺炎球菌感染，其中约48万是
婴幼儿。而肺炎球菌除了引起肺炎，还
会引起脑膜炎、中耳炎等，致病率较高。

世界卫生组织将肺炎球菌性疾病
列为极高优先预防疾病。接种肺炎疫
苗是遏制肺炎球菌疾病最经济、最有
效的手段，建议从6周龄（一个半月龄）
开始，及早、及时、全程接种肺炎球菌
疫苗，有效预防肺炎球菌引起的侵袭
性疾病。

曾雪霞表示，新生儿出生之后，从
母体带来的抗体会下降，从出生就开始
下降，至5月龄降到最低水平，这个时段
就要开始预防接种很多疫苗。其中，新
生儿从6周龄（1.5月龄）即可开始接种
肺炎球菌疫苗，在6月龄内完成3针基
础接种，每两针间隔4-8周，最后还要
接种第四针，作为加强针。

此外，一些家长错过前面的接种时
间，后期也有补种方案，各社区疫苗接
种点都会有介绍，家长接种疫苗时可详
细了解。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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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实习生 王菲

入秋后，呼吸道疾病多发，很多老
人和小孩开始接种流感疫苗进行预
防。

那么，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可以
同时接种吗？曾雪霞表示，5岁以下儿
童容易受肺炎球菌的感染，预防的原
则是：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可同
时接种，实现联合免疫，增强儿童免疫
力。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流
感病毒可能会和肺炎球菌相互作用，
导致一系列并发症，出现合并感染，比
如一个孩子若先感染流感病毒，后期
感染肺炎球菌的几率增多，从技术层
面来说，同时接种也是可以实现的。

孩子感染肺炎如何治疗？任翼表
示，一般是对症治疗居多，用药方面还
是以抗生素为主，抗生素目前耐药性
也高，使用会严格控制。因此，要做好
预防，其中包括生活预防和疫苗预防。

生活预防方面，保证居室内空气
流通，勤洗手，戴口罩，均衡营养，加强
体育锻炼，合理使用抗生素以及积极
治疗基础疾病、少去人群密集场所等
都是预防肺炎的有效手段，而接种肺
炎疫苗可以有效预防肺炎球菌引起的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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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久咳会导致肺炎吗？直
播中，任翼表示，咳嗽是一种保护
性反射，如果有感染，通过咳嗽可
以把感染的病原体清除出去；咳嗽
可能是肺炎的早期表现，但是肺炎
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分为感染性和
非感染性的。其中，感染性的包括
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支原体感染
等都可能引起肺炎；非感染性肺炎
包括受到放射线照射而引起的放
射型肺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肺
部黏膜出现的过敏反应导致的肺
炎等。

一些孩子咳嗽会伴随发烧，并不
是发烧引起肺炎，而是感染引起发烧
症状。

任翼提醒，对于儿童肺炎，家长
要了解和认知肺炎的严重性。重度
肺炎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轻度肺
炎则可以自愈。

如果是一般性的咳嗽，该如何
识别能否发展为肺炎呢？任翼表
示，这需要专业医生来鉴别。对于
家长来说，小孩出现咳嗽，关键要
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孩子的
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因肺炎咳嗽剧
烈，引起呼吸快、气喘等症状，甚至
出现昏迷休克，就要及时到医院就
诊。如果咳嗽的同时，孩子的精神
状态和身体状况都正常，就可以在
家观察。

如果过度担心孩子咳嗽导致
肺炎，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疗。尤其
是部分家长，白天没时间带孩子看
病，晚上到医院看急诊，再加上存
在焦虑情绪，很有可能要求医生过
度治疗，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
害。

秋季如何预防小儿肺炎
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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