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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王潇雨） 4 月 13 日，
第五届全国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学术
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
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肿瘤医
学中心主任石汉平指出， 营养支持是
肿瘤的基础疗法之一， 在欧美国家，
营养支持一直作为与手术、 化疗、 放
疗等平级的治疗手段， 贯穿治疗始
终， 但肿瘤营养疗法在国内地位尴
尬， 患者、 医护人员的认识存在误

区， 肿瘤营养剂种类、 数量不足。
据悉，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

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 2012 年对国
内 2.7 万名肿瘤患者进行的调查显
示， 57%的肿瘤患者存在中度、 重度
营养不良， 其中 71%的患者没有得
到营养支持。

石汉平说， 营养不良是肿瘤患
者的严重威胁， 国外相关报告显示，
40%-80%的肿瘤患者存在营养不良，
20%的肿瘤患者直接死于营养不良。

而肿瘤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认识误区： 如担心营养促进肿
瘤生长， 希望饿死肿瘤； 迷信 “补
品”， 轻视营养素； 盲目忌口， 偏饮
偏食； 寻求 “秘方”， 病急乱投医等。
医护人员对营养支持的认知也不容乐
观。 该专委会 2013 年对国内三甲教
学医院的 3000 多名医务人员开展调
查发现， 受访者关于肿瘤营养知识的
及格率仅为 35%， 优秀率仅为 12%。

石汉平介绍， 美国及欧洲肠内肠

外营养学会发布的 《肿瘤患者营养支
持治疗指南》 指出， 无证据表明营养
支持能促进肿瘤的生长。 在已极度消
瘦的晚期肿瘤患者体内， 肿瘤并不会
停止或放慢生长， 还会与正常细胞争
夺营养物质， 饮食营养上的节制并不
能 “饿死” 肿瘤。 而营养支持可节省
医疗费用。 美国一项针对 4000 万位
名住院患者的研究发现， 得到营养支
持的患者住院时间可缩短 21%， 住院
费用减少 21.6%。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六旬老汉彭福泉
(化名) 腹痛半世纪， 竟是蛔虫作祟， 而蛔虫
死在胆道变成结石， 导致他肝内长满结石， 左
右半肝萎缩， 肝脏尾叶却增生 20 倍。 4 月 17
日， 湖南省人民医院对外公布， 该院肝胆外科
专家为他手术切除大部分肝脏， 仅余肝脏尾
叶， 难度超过肝移植。

彭福泉家住衡阳农村， 从十几岁开始就有
上腹部疼痛的毛病， 今年腹痛加剧， 于 3 月
23 日从当地医院转入湖南省人民医院。 入院
检查发现， 彭福泉的肝内外胆管和胆总管内充
满结石， 肝脏形态比例失调， 原本应占全肝
97%的左右半肝萎缩至 40%。 不过好在原本占
全肝 3%的肝尾叶不断长大， 增至全肝的 60%，
必须手术切除萎缩改变的左右半肝， 保留肝脏
尾叶。

“像这种保留尾叶的全肝切除手术难度极
大， 甚至超过肝移植。” 该院首席专家吴金术
教授介绍， 由于进入肝脏的动脉、 静脉和胆管
都有变异， 术中稍不留神就可能损伤血管和胆
管。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 4 月 5 日， 手术组
专家顺利切除彭福泉的胆囊和左右半肝， 保留
肝脏尾叶。 主刀医生易为民介绍， 肝脏的代偿
能力非常强， 术后 6 至 12 个月， 患者的肝脏
就可以长到正常大小。

“这名患者的肝胆管结石与他多年前患有
胆道蛔虫有关。 患者年轻时有过呕出蛔虫的经
历， 但从未进行过相关治疗。” 吴金术介绍，
蛔虫在人体内喜欢四处乱钻， 钻入胆管的蛔虫
大多数死在胆管里， 其尸体碎片、 虫卵等成为
了结石的核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亚娜）
开展 “三减三健” （减盐、 减
油、 减糖、 健康口腔、 健康体
重、 健康骨骼） 等专项行动，
增强群众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
的能力， 这是 4 月 15 日至 17
日， 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预防
医学会 2017 年度年会暨学术
大会重点倡导的健康文明生活
方式， 旨在推进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 促进慢性病防控。

据统计， 2015 年湖南省居
民 慢 性 病 死 亡 率 为 533.0/10
万， 占全部死亡的 86.6%， 心
脑血管疾病、 癌症和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占全部死亡的 78.4%。
全省成人超重率 31.3%、 肥胖

率 12.2% 、 高 血 压 患 病 率
27.2% 、 糖尿病患病率 8.9% 、
血脂异常总检出率 35.3%、 每
日吸烟率 31.1%、 30 天内饮酒
率 27.7%。

根据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
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 和
即将发布的 《湖南省防治慢性
病 中 长 期 规 划 （ 2017—2025
年）》 的总体要求， 湖南省慢性
病防治将努力实现既定的规划
目标： 即， 到 2020 年， 慢性病
防控环境显著改善， 降低因慢
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 力争
30—70 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
病、 癌症、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和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较

2015 年降低 10%。 到 2025 年，
慢性病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管
理， 力争 30—70 岁人群因心脑
血管疾病、 癌症、 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和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
亡率较 2015 年降低 20%。

据透露， 今后医疗卫生部
门、 机构和单位将加强慢性病
健康促进与教育， 提高人民健
康素养。 充分利用媒体开展形
式多样的慢性病防治宣传教
育， 根据不同人群特点开展有
针对性的健康宣传教育 。 到
2020 年和 2025 年 ， 居民重点
慢性病核心知识知晓率分别达
到 60%和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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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科主任技
师， 硕士， 微生物检
验学科带头人。 先后
获得湖南省消灭脊髓
灰质炎先进工作者、
省抗击“非典” 先进
个人、 省防治禽流感
先进工作者、 省“三
八红旗手”、 省芙蓉杯
“百岗明星” 等称号。

张 红

“三减三健” 降低慢性病发病率

肝内长满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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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您是否有骨质疏松风险
回答 10 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