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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化疗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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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 （简称放疗）， 是
指用射线消除病灶， 是治疗恶性
肿瘤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许多癌
症可以产生较好疗效。 然而不少
肿瘤患者在接受放疗的过程中，
皮肤受到射线的影响， 出现不同
程度的放射损害， 影响外观和健
康。

南京市第二医院放疗科主任
童金龙介绍， 皮肤的放射反应分
为急性放射损伤和晚期放射损
伤。 其中急性放射损伤的症状有
以下几种：

Ⅰ度（干性皮炎） 皮肤充血、
潮红， 伴烧灼和刺痒感， 随后逐
渐出现色素沉着 、 有糠皮样脱
屑， 汗毛脱落留下扩张的毛孔。

Ⅱ-Ⅲ度（湿性皮炎） 皮肤由
高度充血发展为水肿， 甚至形成
水疱进而破溃， 有渗出液。

Ⅳ度（放射性溃疡） 当放射
剂量超出皮肤耐受剂量时， 损伤
累及真皮形成放射性溃疡， 表面
可有灰色坏死组织覆盖 ， 伴剧
痛。

晚期放射损伤可于治疗后数

月甚至数年后出现， 表现
为表皮萎缩变薄、 浅表毛
细血管扩张 ， 皮肤瘙痒 ，
易受损溃破。 在晚期由于
纤维组织增生， 照射范围
内皮下组织变硬。

童主任提醒， 肿瘤患
者如在放疗期间出现皮肤
反应 ， 应主动与医生沟
通、 报备， 医生将根据皮
损的程度和范围对放疗方
案做相应的调整， 并对皮
损进行专业处理。

1、 干性皮炎： 可不处理或
用 1%冰片滑石粉涂抹。

2、 湿性皮炎： 局部清洁暴
露、 避免感染， 局部使用维生素
B12 喷剂， 涂抹 2%硼酸软膏等 ，
一般 10-14 天即可愈合。

3、 放射性溃疡 ： 感染者做
细菌培养 ， 选择敏感抗生素湿
敷； 反复换药， 清除坏死组织，
促进肉芽组织生长和愈合； 药物
治疗无效者可切除皮损， 行皮片
或皮瓣移植等。

出现皮损后， 患者还需做到

如下几点：
1、 保持皮肤干燥 、 清洁 ，

禁忌搔抓， 避免外伤。
2、 避免理化刺激 ， 放疗中

禁用刺激性的药膏。
3、 日常选择质地柔软 、 宽

松、 透气性好的衣服， 减少对皮
肤的摩擦。

4、 避免烈日暴晒和严寒冰
冻。 天气炎热时， 外出可戴帽子
避免暴晒 ； 寒冷时 ， 戴围巾避
寒。

杜傲宇

������有数据显示， 75%以上的肿瘤化疗
患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恶心、 呕吐反
应， 一些人为此选择放弃化疗。 其实，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 现在已能很好
地控制这一不良反应。

恶心、 呕吐反应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 1、 化疗药及其代谢产物对
中枢神经的刺激； 2、 听他人说副作用
会很厉害， 导致心理焦虑引起； 3、 化
疗引起前庭功能紊乱， 诱发如美尼尔
综合征等疾病； 4、 化疗药物刺激胃肠
道。

如今， 在临床上， 化疗导致的恶
心、 呕吐是可以预防的。 化疗前， 医生
会询问患者是否有消化道等基础疾病、
上次化疗的止吐药效果如何， 再结合
患者目前的情况， 给出新的预处理方
案。 大多数患者经过预处理后， 化疗
时的恶心、 呕吐反应都减轻到可耐受
的程度。 胃肠消化不好的患者， 化疗
前后还可以接受中医调理。 心理焦虑
的患者也可适时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

此外， 合理的饮食也有助减轻恶
心、 呕吐。 化疗前一天开始到化疗结
束， 家属最好为患者准备易消化的食
物， 比如粥、 面条等。 有条件的可以
制作营养膳食， 主要掌握 “三高一低”
原则： 高蛋白、 高碳水化合物、 高维
生素、 低脂肪。 必要时医生也会根据
患者的情况予以静脉营养辅助治疗。

广西医科大学教授 吕斌

�������来自黑龙江大庆市的李女
士半年前出现头晕、 呕吐、 复
视等症状， 检查后诊断为脑胶
质瘤， 需要进行放化疗， 后来
她又出现了头晕、 记忆力下降
的症状， 复查核磁发现肿瘤异
位复发， 被各大医院告知治疗
意义不大。 抱着最后一丝希
望， 李女士找到了哈尔滨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梁鹏， 梁主任决定为
李女士施行开颅肿瘤切除术，
并通过放疗系统实施个体化术
中放疗。

术中放疗是将放射治疗与

外科手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治
疗。 单纯的手术很难完全切除
脑肿瘤， 残留的癌细胞组织会
在病灶附近四处分散， 且十分
隐蔽。 梁鹏主任及其团队在术
中， 首先对脑肿瘤进行切除，
并将适配器放入脑子里， 再利
用低能 X 射线对人体内脑肿瘤
组织进行靶向性的辐射， 产生
的辐射能量不会伤害到患者的
脑部， 相关毒副反应更少， 还
可以减少术后放疗次数 。 术
后， 李女士恢复良好， 增强核
磁显示肿瘤已被完全切除。

刘锐 暴洪博

������广西桂林读者何先生问： 我父亲
今年 79 岁， 一个月前发现升结肠部位
癌肿， 做手术发现无法根除， 做了结
肠改造， 由于年龄较大， 不适合做放
化疗， 想问一下可以用中药治疗吗？

广西南宁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李
艳鸣回复： 年龄并不是晚期大肠癌放
化疗的禁忌症， 而是要结合病情和身
体状况和病人本身的意愿 （不是家属
的意愿） 来综合考虑的。 一般年龄大
的， 体质差的， 都会选择一些比较温
和的方案， 同时配合必要的支持治疗
等， 才能更好控制肿瘤， 改善病人的
生存质量。

中医药可以用来控制肿瘤， 缓解
病情。 术前、 术后使用中医药， 目的
在于提高机体的耐受性， 更好地接受
手术， 加快康复； 放化疗期间使用中
医药， 可以减轻放化疗的副作用； 单
独使用中医药抗肿瘤， 在疾病的不同
阶段， 它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此外，
中医如针灸、 拔罐、 穴位贴敷、 中药
外洗沐足等技术， 可以根据病情加以
选择使用。 最好能够在专业医生的指
导下， 根据病人的病情和体质选择合
适的治疗方案。

������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体检、 肿瘤
普查、 诊断、 评价疗效和高危人群
随访观察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实用
价值。 目前公认具有特异性的肿瘤
指标有甲胎蛋白 AFP （肝细胞和生
殖细胞肿瘤的标志物， 其显著升高
一般提示原发性肝癌）， 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二项 tPSA、 fPSA (用于前
列腺癌诊断)， 比较有诊断价值的肿
瘤指标还有癌胚抗原 CEA （用于胃
肠道肿瘤、 肺癌等的诊断）、 CA125
（用于卵巢癌等的诊断 ） 、 CA153
（用于乳腺癌诊断 ） 和 CA199 （用
于胰腺癌等的诊断） 等。

在日常的医疗体检中， 现有医
疗设备和科技水平还不能 100%精
准定位时， 肿瘤标志物的轻度升高
往往需要医师结合其他临床表现和
检查结果认真客观地去分析判断。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 肿瘤标志物检
查为阳性 ， 特别是指标仅轻度升
高 ， 并非有肿瘤 ， 而有可能是炎
症； 肿瘤标志物检查为阴性， 并非
一定没有肿瘤， 大多数肿瘤标志物
不仅存在于恶性肿瘤中， 也存在于
良性肿瘤、 胚胎组织， 甚至正常组
织中。 这再次提醒： 肿瘤标志物不
是判断肿瘤的唯一标准。

能否早期发现癌症， 是决定癌
症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 临床上的
癌症有近 200 种， 当体检发现肿瘤
标志物异常或出现可疑症状时， 应
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随访复查， 排除
健康体检中心的错检或漏检。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博士
闻慧琴 董少广

������近些年来， 一种新型的放
疗技术 “三维适形放疗” 应运
而生， 这是一种使得放射线高
剂量区分布的形状在三维方向
上与病变的形状一致的治疗技
术。 它能进一步减少周围正常
组织和器官卷入照射的范围，
大大缩小照射体积， 最大限度
地改进高剂量区与靶区形状
的适合度 。 这已在鼻咽癌 、
前列腺癌 、 颅内肿瘤和非小
细胞肺癌等三维适形放疗与
常规放疗的对比研究中得到
证实。 理论和临床研究证实，
由于靶区剂量的提高 ， 必然

导致肿瘤局部控制率的提高，
减少肿瘤远处转移 ， 进而提
高生存率 。 除此之外 ， 患者
的正常组织和器官能得到更
好的保护。

一些患者难以耐受多疗程
的联合化疗 ， 进而选择这种
精确放疗 ， 既免去了药物的
毒副反应 ， 又极大地提高了
治疗效果 。 三维适形放疗主
要适用于实体瘤的治疗 ， 如
鼻咽癌 、 肺癌 、 食管癌 、 肝
癌、 胰腺癌、 前列腺癌等。

长沙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主任医师 安东建

化疗致恶心呕吐
可预防

放疗导致皮肤损伤 及时处理

肿瘤标志物有异常
应及时复查 完整切除脑胶质瘤

三维适形放疗：
提高疗效 减少毒副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