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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开设
肺结节专病门诊

一个针对各类肺结节病症进行诊疗的专病门
诊于1月19日在海南省肿瘤医院开放接诊。肺结节
门诊开诊后，将极大方便肺结节患者就诊并促进海
南肺部肿瘤患者的早诊、早治工作。

肺癌是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双冠王”，海
南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样居高不下，且呈逐年递
增趋势，对百姓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危害。为全面提
升海南肺癌等胸部恶性肿瘤的诊疗水平，去年底，由
天津市肺癌诊治中心主任、国内著名肺癌诊疗专家
王长利担纲主导的胸部肿瘤中心在海南省肿瘤医院
挂牌成立。开设肺结节专病门诊，是胸部肿瘤中心
建设的组成部分。

肺结节专病门诊执行负责人、海南省肿瘤医院
医学影像部主任于丽娟介绍，肺结节是指直径≤3cm
的肺内类圆形病灶，包括良性和恶性病灶；肺小结节
是指直径≤1cm的肺结节。近年来随着CT技术的
普及以及在体检中的广泛应用，大量肺小结节被发
现，尤其是磨玻璃结节，其中部分是良性病变，部分
是癌前病变，部分是早期肺癌。如何鉴别？如何处
理？是否需要手术？以及何时手术？这些问题困扰
着肺结节患者，使他们寝食难安，不知所措。

肺结节诊断难度高，特别是疑难复杂肺小结节
病症，在先进影像、分子诊断基础上，还需要结合临
床多学科专家的丰富经验进行分析判断，最终才能
做出科学、精准的诊断。因此，该院在融合胸外、呼
吸、影像、病理、放疗、肿瘤内科多学科专家的胸部肿
瘤中心基础上，特别设立肺结节专病门诊，由具有多
年肺结节诊断经验的医学影像部主任于丽娟、具有
丰富微创手术经验的胸外科主任吴军，担任主诊专
家，依托该院国际先进的影像核医学多模态影像诊
断设备，采用肺结节三维重建及人工智能肺结节分
析软件等，对肺结节进行诊断，给出治疗建议，同时
联系胸部肿瘤中心其他学科进行具体治疗，实现“肺
结节诊疗一体化”，即患者在同一诊区即可解决所有
相关联的检查、诊断、咨询等问题，极大方便患者就
诊，提升早期肺癌的发现率和及时手术率，做到肺癌
早诊、早治，对提高肺癌的治愈率和生存率具有极大
意义。

于丽娟介绍，该院肺结节门诊固定为每周三上
午开诊。

由于肺部疾病复杂多样，除了肺结节门诊，该院
还设立了肺部疾病多学科门诊。多学科门诊固定每
周五上午接诊，将有胸部外科、呼吸内科、肿瘤内科、
影像、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坐诊，为肺部疑难复杂
病症患者，提供全面系统的诊疗。 （文/梁山）

牛奶喝不对
营养打折扣

■ 本报记者 侯赛

牛奶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已经成了很多人的
日常早餐，甚至是日常饮品。很多人将其视为日常
饮食中的补钙“神器”。不过，喝牛奶可是个技术活，
喝不对可能让牛奶中的营养大打折扣。

海口市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徐超提醒，以下做
法不但会使牛奶中的营养素损耗，还可能影响人体
对钙质的吸收利用。

1.长时间高温煮牛奶
长时间高温煮牛奶容易导致牛奶中的蛋白质变

性，牛奶可能变成疙瘩汤，影响食用。
2.牛奶与巧克力同服
牛奶中的钙可与巧克力中的草酸产生化学反

应，生成难溶于水的草酸钙，降低人体对钙的吸收
率。

3.粗粮摄入过多影响钙质吸收
粗粮相对精细加工的粮食含有更多的B族维生

素，富含膳食纤维，替代每日的部分细粮，有利于人
体健康，但是对于想补钙的人来说，过多摄入粗粮或
只吃粗粮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同时也会影响人
体对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因为粗粮中的膳食纤维
和磷酸肌醇均可影响牛奶中钙质的吸收。

4.将牛奶冰冻
牛奶冰冻后，可使其中的脂肪、蛋白质分离，乳

酪素呈粉状凝结，从而影响钙质的吸收。
空腹喝牛奶对胃不好？
有人空腹喝牛奶会出现腹泻症状，就认为空腹

喝对胃不好。
而真相是大多数情况空腹喝牛奶也不会出现不

适，出现胃肠不适的主要还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总体来说，牛奶什么时候喝都可以。而对于乳

糖不耐受的人，可选择酸奶或者舒化奶。有消化系
统疾病如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如果想喝牛奶
则应听从医生的建议。

喝奶应该注意什么？
1.奶不能当水喝
奶能给人体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钙，但同时脂

肪含量不低，如果摄入过多，会造成热量过剩。而且
蛋白质摄入过多也会给肾脏等器官增加负担。

2.不能用奶来送药
牛奶中含有的钙会与药物发生反应，易在药物

表面形成一层覆盖膜，降低药效，还可能对身体产生
危害。

健康海南行动

2022年元旦，对
于29岁的海南孕妇
符美（化名）而言是没
有记忆的。

已经丧失意识的
她，在北京专家和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以下简称海医一
附院）近百名医护人
员的共同救护下，经
历了三场大手术，演
绎了现实版的“九死
一生”。

“用尽所有手段”
“国内罕见”……被从
死神手中“抢回”生命
的符美在苏醒后才逐
渐了解，患有心脏病
的自己因为一次意外
怀孕，竟差点丢了性
命。

问：为什么我省如此重视适
龄女生HPV疫苗的接种工作？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妇女保健科主任赵晓红答：

99.7%以上的宫颈癌都是由
人乳头瘤 HPV 病毒感染引起
的。宫颈癌是目前所有恶性肿
瘤中，唯一明确病因的肿瘤。
HPV病毒持续感染，就有可能
进展为癌前病变，继而有可能进
展为宫颈癌。持续感染约为10
年或更长时间。

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宫
颈癌新发病例达11万,死亡人
数近6万。

HPV病毒主要是通过性生
活感染，还可通过直接接触感
染，如生殖器接触到带有HPV
污染的浴巾、内衣、坐便器等，也
有可能被感染。

《中国子宫颈癌综合防控指
南》提出了三级预防：一级预防
是开展健康教育和接种HPV疫
苗；二级预防是定期进行宫颈癌
筛查；三级预防是以手术、放疗、
化疗等手段治疗。将一级和二
级预防做好能减少三级预防的
负担。

全省适龄女生
HPV 疫苗免费接
种工作成为今年我
省两会期间广受热
议的话题。许多女
性朋友纷纷就疫苗
接种提出疑问和咨
询。就大家普遍关
心的问题，海南日
报记者日前采访了
相关医学专家。

QQ11
目前，九价HPV疫苗一

苗难求。有很多人认为“价”
数越高，预防的病毒越多，这
种说法正确吗？九价HPV
疫苗的适应年龄段是16岁
至26岁，那16岁之前可以
接种吗？

赵晓红：“价”数越高，
预防病毒越多，这种说法有
一定道理。但是在接种疫苗
时，还是要根据年龄来选择
接种疫苗类型，比如二价
HPV疫苗适合9岁至45岁，
预防HPV病毒的型别是16、
18型；四价HPV疫苗适合20
岁至45岁，预防HPV病毒的
型别为6、11、16、18型；九价
HPV 疫 苗 适 合 16 岁 至 26
岁，预防HPV病毒的型别为
6、11、16、18、31、33、45、52、
58 型。目前针对小于 16 岁
的人群，九价HPV疫苗还没
有明确的临床数据证实其安
全性，所以，还是按照适应年
龄段的疫苗接种建议进行。

QQ22
接种了HPV疫苗，是不

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不用
进行宫颈癌的筛查了？

赵晓红：接种宫颈癌疫
苗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
为目前确定导致宫颈癌的
HPV病毒有13种高危型别，
接种疫苗后还需定期进行宫
颈癌筛查。

赵晓红建议，宫颈癌筛
查可在性生活开始 3 年后，
或21岁以后开始；若细胞学
和HPV检测均为阴性，筛查
间隔时间可延长到3至5年，
当然这要看取材的标准和结
果的准确性。另外，女性超
过65岁，连续10年筛查结果
阴性，且无宫颈上皮内瘤变
病史，可终止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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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时间接种宫颈癌疫
苗合适呢？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妇女保健科主任赵晓红答：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9岁至
45岁女性接种宫颈癌疫苗，其中
13岁至15岁女性在首次性行为
前接种HPV疫苗效果最好。

目前我国HPV感染的两个高
峰人群为15岁至24岁的年轻女性
以及40岁至45岁的中年女性。
国家卫健委根据我国国情，建议为
13岁至15岁女孩进行HPV疫苗
接种。越早接种疫苗，保护效果
越好，随着年龄增长，接种疫苗的
效果会打折扣。

据了解，海南省委省政府把
接种HPV疫苗工作列入了2022
年为民办实事事项。其中，接种
对象主要是13岁至14岁半的适
龄女孩。按照海南每年出生人数
测算，按照一定的比例（13岁至
14岁半）进行接种的话，今年预
计有7.1万名女孩能接种HPV疫
苗；以后每年都要对适龄女孩进
行接种，预计每年有3万多至4万
名适龄女孩可以接种。

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2022年将为7.1万名在校
适龄女生免费接种HPV（人
乳头瘤病毒）疫苗，这标志着
我省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在全
省范围内推行适龄女生免费
HPV疫苗接种的省份。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周长强表示，免费接
种HPV疫苗工作将从春季
开学开始，在全省有计划有
步骤地展开。

2020 年底，国家卫健
委指出，我国将全力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加
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
将与 193 个国家携手向宫
颈癌说“不”。

到2030年实现：90%的
女孩在15岁之前完成HPV
疫苗接种；70%的妇女在35
岁至45岁之间接受高效检
测方法的筛查；90%确诊宫
颈疾病的妇女得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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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HPV疫苗市场定
价为每针329元，9岁至14岁
打2针，全程658元，超过14
岁打3针，全程987元。而一
次进口二价HPV疫苗接种
费用是580元，3次接种的费
用总计1740元。

如果是 9 岁至 14 岁人
群接种，国产疫苗的价格只
是进口疫苗的三分之一。

问：国产HPV疫苗“价廉”是
否“物美”？

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吴婷答：

进口HPV疫苗价格偏高，这让
很大一部分需要接种的中国女性望
而却步。国产HPV疫苗使用自主创
新的大肠杆菌技术平台生产，使以更
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疫苗成为可能。

吴婷表示，国产HPV疫苗经
历了17年的漫长研究过程，上千
名科研人员投入大量精力，经历了
一期二期三期，以及桥接实验，大
约1万多名年轻妇女参与了临床
试验，所以，无论是安全性还是有
效性都得到了充分验证。

临床试验分析报告显示，国产
疫苗在预防HPV16和HPV18型
相关癌前病变这项指标上，保护率
达 到 100% ，在 预 防 HPV16 和
HPV18型持续性感染的效力上，
保护率达到97.7%，均高于或等于
进口二价和四价疫苗，且国产二价
HPV疫苗的不良反应轻微。

吴婷介绍，国产HPV疫苗除
了符合我国的国家标准之外，今年
还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
证”，这意味着国产HPV疫苗也将
畅通无阻地进入全球市场。

吴婷介绍，厦大研发团队研发
的九价宫颈癌疫苗目前也已进入三
期临床试验，预期在2023年获得初
步有效性数据。国产九价宫颈癌疫
苗有望在2023年或2024年上市。

■ 本报记者 马珂
实习生 王菲

风心病患者意外怀孕

符美于2016年因风湿性心脏
病（简称风心病）在海医一附院完
成了二尖瓣置换术、三尖瓣成形
术、机械瓣置换术，术后长期口服

“华法林”药物进行抗凝治疗。
2021年10月，符美意外怀孕

了。符美很珍惜这个意外到来的
小生命，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
留下这个孩子，可意外还是发生
了！

2021年12月24日，符美出现
了咳嗽症状，并且呼吸困难，难以
平躺。26日，符美到海医一附院就
诊，27日入院进行全面检查。

“诊断为妊娠合并心脏病、心
功能不全，因呼吸困难加重，低
氧血症明显，当天晚上转至急诊
ICU，第二天进行了紧急气管插
管，但病情仍继续恶化，第三天
转入重症医学科进一步抢救。”
海医一附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吴
小妹回忆。

转入重症医学科当晚，符美血
氧饱和度从88%突然降到60%，海
医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胡志华
考虑到可能是置换的机械瓣膜卡
瓣，立即请超声科、心外科到场，最
终超声确定为卡瓣（卡瓣是机械瓣

术后致命的并发症之一，可引起瓣
膜急性功能障碍，导致病情急剧恶
化），需要进行心脏瓣膜二次手术。

医院将情况上报至省级重症
产科平台，经评估，在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的支援下，顺利为符
美安上ECMO（人工肺呼吸机），为
心脏瓣膜二次手术争取时间，为该
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

国内罕见带ECMO
做心脏手术病例

海医一附院心外科主任医师
吴毓优讲述，患者病情极其危重及
复杂，二次换瓣手术稍不慎，患者
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海医一附
院决定举全院之力进行抢救。

海医一附院第一时间联系柔
性引进专家、国内知名心外科专家
黄方炯，并确定手术时间。黄方炯
连夜坐飞机赶到海南，准备手术。

“这样凶险的情况，国内也罕见！”
黄方炯说。

“我从业30年，第一次见到带
着ECMO进手术室的病人！”海医
一附院麻醉科主任医师顾颖红说。

胡志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
时符美身上插着7根管子，还带着
ECMO，从二楼病房到四楼手术室

都是个巨大挑战。
12月30日下午，医院重症病房

里出现了这样一幕：十几名医护人
员分左右两排站在患者身边，弓着
腰，用双臂搭起“空中病床”，将患者
平稳抬起，身下留出空间，用转运床
替代患者身下的病床。短短几分
钟，当患者成功换置到转运床时，十
几名医护人员已经筋疲力尽。

在手术室行全麻浅低温体外
循环二尖瓣探查术、二尖瓣置换
术和心脏血栓清除术，第一次术
后的粘连、出血和结构移位等，给
术者带来极大困难与挑战。在黄
方炯和医院多个科室医生的共同
努力下，手术进行了约5小时 50
分钟。

百名医护人员
守护孕妇生命

符美并不知道，为了守护她，
医院医护人员在她病床前度过了
一个非同一般的“跨年夜”。也就
是这样的“盯防”，才及时发现了威
胁符美生命的第二次危机！

2022年1月1日下午，符美被
撤离ECMO后，身体各项指征显
示一切正常。但医生们依然不敢
放松，密切观察着符美的身体情

况，3小时后，有医生发现符美右
侧足背动脉搏动明显减弱，足部温
度低，考虑动脉血栓形成。

“血栓如果不立即处理，随时
威胁生命。”海医一附院介入血管
外科主任金桂云讲述，患者被及时
送至介入血管外科行取栓及右髂
动脉球囊扩张术，在经历了4小时
5分钟的介入手术后，1月 2日凌
晨，符美重返病房。

经过该院近百名医护人员的
全力抢救和悉心照料，1月5日，符
美顺利停用呼吸机，拔除气管导
管，停用血管活性药物，停用床边
血液净化等支持技术手段，生命终
于安全了！

病情平稳后，符美完成了最后
一次手术即剖宫取胎术。

“九死一生”是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期间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全
院上下合力抢回了一条生命。

“患者历经了严重心衰呼衰、
呼吸机辅助、ECMO支持、CRRT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换瓣手
术、起搏器安置、术后大出血、动
脉血栓取栓术的损伤，闯过了心
衰、卡瓣、大出血、动脉栓塞等险
关，生命之花终于再次绽放！”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海医
一附院党委书记顾硕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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