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龄肿瘤患者莫拒绝化疗

38 岁的刘女士， 确诊宫颈癌
2 年多， 曾进行手术及放化疗无
效， 现伴有全身广泛转移且腹痛
明显， 且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
今年 2 月刘女士住院， 封主任决
定对患者采取生物细胞治疗。 在
进行 4 次 DC-CIK 生物细胞治疗
后， 效果十分理想。 刘女士腹痛
明显减轻， 一般症状得到缓解，
食欲增加， 精神逐渐好转。

肿瘤生物治疗是经过激发与
加强身体的免疫能力，从而杀灭肿
瘤细胞的一种方法。 在自身免疫细
胞治疗技术中， 又以 DC-CIK 生
物细胞技术最具代表性。 该技术是
从肿瘤患者体内抽取部分免疫细
胞， 然后在其体外进行 “培养、诱
导、激活”，再把这些抗肿瘤效应细
胞回输到病人体内，让这支经过特
殊训练的“特种部队”去杀灭肿瘤
细胞，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巢玲 潘丹

化疗是治疗癌症的重要手段之
一， 很多化疗药对血管内膜刺激性
强， 有较强的局部毒性反应， 外周
静脉用药易发生静脉炎， 其表现为
从注射部位沿静脉走行发红或色素
沉着， 疼痛， 血管变硬并呈条索状
或树枝状。 因此， 化疗时要特别注
重对血管的护理。

●外周静脉化疗后血管的护
理

1、 减轻紧张情绪 、 抬高患
肢， 以利血液回流。

2、 在护士指导下给予药膏局部
外涂， 可多用药使局部形成霜状，每
日 3-4次，促进静脉炎的吸收。

3、 取制备的 25%硫酸镁溶液
加热至 40℃左右 ， 浸泡纱布块 ，
取出后稍拧干， 敷盖在患处。

●经外周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术
(PICC)化疗后血管的护理

1、 在 PICC 置管最初几日 ，
可适度活动该侧手臂， 避免导管与
血管壁不断摩擦而产生炎症反应。

2、 保持贴膜的完整性， 不要
将贴膜弄湿， 洗澡时用保鲜膜缠绕
包裹， 上下用胶布贴紧， 避免水直
接冲洗， 洗澡后及时换药。

3、 发生静脉炎时， 要抬高患
侧手臂， 以利血液回流。

4、 可利用热毛巾进行局部湿
热敷。 机械性静脉炎和化学性静脉
炎经湿热敷后症状会在 2-3 天内
明显好转。

5、 贴膜上方沿静脉方向涂
药膏。

6、 远红外线照射或外用消炎
止痛膏局部包扎， 一般 3 天症状可
明显减轻。

湖南省肿瘤医院护理部 汤新辉

������47 岁的田先生， 因诊断为直肠
癌、肝转移、肺转移及全身多处广泛转
移收住入院。 封主任在综合分析病人
的整体情况后， 制定了分子靶向药物
西妥昔单抗进行治疗。 经过几次治疗
后，患者病情逐渐稳定，肝、肺病变完
全消退， 多次复查结果都在正常范
围。

所谓分子靶向治疗， 是在细胞
分子水平上， 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
位点， 来设计相应的治疗药物。 药
物进入体内会特异地选择致癌位点
来相结合发生作用， 使肿瘤细胞特
异性死亡， 而不会波及周围的正常
组织细胞。 它是近年治疗癌症的一
个新途径 ， 也被称为治疗癌症的
“生物导弹”。

责任编辑： 陈艳阳 Ｅ－ｍａｉｌ押cyy0121@126.com 版式设计： 王思贤专病论治10 ２０14年5月29日 星期四

专
刊肿瘤

恶心、 呕吐是癌症患者最畏惧
的两个症状，多由放、化疗引起。 对
此，可根据病情轻重进行对症治疗。

1、 轻中度恶心呕吐， 无并发
症的处理： 这类患者多半不需要住
院治疗， 仅门诊处理即可。 可以口
服 5－羟色胺拮抗剂、 胃复安、 皮质
类固醇激素等。 治疗 24 小时后， 检
查病情变化， 以决定下一步治疗。

2、 严重恶心呕吐， 有并发症
的处理： 原则上应住院治疗。 静脉
注射 5－羟色胺拮抗剂， 如恩丹西
酮 8 毫克， 静脉注射， 每天 2 次或
格拉司琼 4 毫克， 静脉注射， 每天
2 次。 还可以静脉注射皮质类固醇
激素， 并积极处理相关并发症。

3、 由医生根据患者个体情
况， 给予对症支持治疗。

长沙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主任医师 安东建

老年肿瘤患者岁数大 、 体质
弱、 脏器储备功能差， 很多患者家
属甚至少数医生放弃了对此类病人
的化疗， 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化疗是绝大多数恶性肿瘤整体
治疗方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过度化疗要坚决避免 ，而因
噎废食完全拒绝也同样不可取。 年
龄本身并非肿瘤化疗的禁忌症和
影响预后的绝对因素，关键是在治
疗前，必须科学准确地评价其机体
综合状态。 如果其体力状态及各脏
器功能良好，可以给予标准化疗方

案；如果是合并两种以上其他疾病
者，化疗宜由低剂量起步，而后逐渐
加量，或采用分次用药、延长周期等
方案； 而对于身体虚弱并伴有 3 种
以上合并症的病人， 可以选择副反
应较低的药物，采用低剂量、长周期
的个体化化疗方案。

在用化疗药物的同时， 要注意保
护好患者的肝、 肺、 肾及骨髓造血功
能，还可以辅助用些扶正固本的中药，
改善全身状况， 稳定和缩小瘤体，使
高龄患者体力增加，延长生存时间。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外科 任峰

五大特色技术向肿瘤“亮剑”
������恶性肿瘤视人命如草芥， 予取予夺， 毫不留情， 让不少人谈癌色变。
那真的没有什么能制服它们吗？

“其实癌症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亡， 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 目前已有不少
有效的方法对付肿瘤。 经过规范化的治疗， 很多癌症患者完全可以达到延
长生命、 改善生存质量的目标， 甚至部分可以长期带瘤生存。” 日前， 湘
潭市中心医院肿瘤二科主任封元清教授说。

为帮助更多的患者， 封主任特对该科拥有的五种治疗肿瘤的特色技术
一一进行介绍， 相对于传统的放疗、 化疗， 这五大特色疗法疗效确切， 犹
如五柄利剑， 刺向肿瘤。

������68 岁的王娭毑， 去年 10 月体
检时发现肝癌， 后在某院多次进行
常规的化疗， 但病情无明显改善，
老人面色发黄、 全身无力、 大量腹
水、 下肢重度浮肿。 医生告知家人
只有 1-3 个月的生命。 封元清主
任接诊后经仔细查看， 果断决定为
王娭毑行全身热疗术。 在进行 4 次
热疗后， 患者腹水明显消退， 重度
黄疸转为轻度， 下肢浮肿减轻， 已
能自行下床活动。

热疗是治疗肿瘤的一种新的有
效手段，被称之为“绿色疗法”。该院
肿瘤二科在省内率先引进了大功率
微波聚束热疗系统， 该设备采用微
波聚束渗透专利技术，对深部肿瘤
和机体组织进行加温，使机体温度
达 40℃左右， 让肿瘤细胞在高温
中凋亡；同时能增强放疗、化疗的
抗肿瘤作用，减轻毒副作用，并增
强机体免疫效应。

此法适应各类中、晚期恶性肿
瘤的术后、 放化疗及姑息治疗；恶
性胸水、腹水的治疗；晚期顽固性
癌症疼痛的止痛治疗等。对于恶性
肿瘤的疗效可达 75%-80%； 对恶
性胸水、腹水的治疗及晚期顽固性
癌症疼痛的止痛治疗可达 90%以
上，疗效显著。

������86 岁的刘大爷因肝区疼痛 3
月确诊为肝癌后入院。 封元清主
任全面评估患者情况及局部的肿
块大小后， 运用娴熟的技术给病
人进行射频消融术。 刘大爷经过 3
次射频消融治疗后， 肝区肿块完
全消失。 后多次进行全身复查，
各项肿瘤指标都正常。

射频消融术是近年来出现的
实体肿瘤微创治疗新技术， 适应
于中小型肿瘤， 使患者免除开刀
之苦。 与传统治疗相比， 具有疗
效高、 创伤小、 痛苦小、 恢复快、
适应症广等优点。

射频电流可产生大量内生热
量， 使肿瘤病灶在短时间内发生
凝固性坏死。 对 3 厘米以下的早期
肿瘤可以达到手术切除的效果 ，
提供治愈的机会； 对于中晚期肿
瘤， 可以明显缩小肿块。

此法适应原发、 转移或术后复
发的肝癌、 肺癌、 肾癌、 乳腺癌、
胰腺癌等， 不能耐受或不愿意手
术、 放化疗的上述各种肿瘤， 有
效率达 70%以上。

������40 岁的黄女士， 因中上腹痛就
诊， 查肿瘤标志物 CEA、 CA199 明
显升高， 腹部 CT 发现胰头肿块及肝
脏占位， 考虑胰腺癌并肝脏转移可能
性大， 必须对胰腺穿刺进行病理分析
来诊断。 但由于该患者胰腺部位较
深， 且伴有周围结缔组织增生和炎症
反应， 穿刺难度非同一般。 封元清主
任仔细研究病情后决定迎难而上， 在
B 超引导下对穿刺方向、 进针深度及
肿块大小定位后， 成功取到活检标
本。 病理活检结果显示： 浸润性中 -
高分化腺癌组织， 与前期判断完全一
致。 为患者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此法对常规手术难以诊断的部
位、 肿瘤的病理精准诊断提供了方
法。 目前肿瘤二科每年进行各部位包
括疑难部位的肿瘤穿刺活检术约 300
余例， 穿刺确诊率可达 95%以上。

全身热疗术———绿色疗法安全无创

射频消融术———“神针”显神威

肿瘤微创术———小创口，大疗效

分子靶向治疗
———“生物导弹”摧毁肿瘤

生物细胞治疗术
———“特种部队”杀敌不留情 化疗时防范静脉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