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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很多大型商场内货物多、 人流
量大、 空气流通差， 有些商品， 如
化妆品、 皮革、 塑料、 涂料、 洗涤
剂等还会散发各种有害物质， 造成
空气严重污染。 因此， 体质虚弱的
人往往会感到呼吸困难， 过敏体质
者还容易发生“百货商场综合征”。

图 /文 陈望阳

逛商场防
“商场综合征”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有要咨询
的问题，请联系本版责任编辑。

邮箱：57042518@qq.com
�������电话：0731-84326251

■张医生信箱

病因
吸烟、厨房高油烟、爱生闷气

在中国，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高居恶性肿瘤前列， 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 “肺癌第一大国 ”。
吸烟是引起肺癌首位高危因素，
而对于女性患者来说， 厨房高油
烟、 压力大、 爱生闷气等也是高
危因素。

吸烟 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
位高危因素， 80%以上的肺癌是
由于吸烟引起的， 包括主动吸烟
和二手烟。 因此， 为了自身和家
人、 身边人的健康， 最好不要吸
烟， 如果一定要吸， 尽量不要在
家里、 单位、 公共场合吸。

厨房高油烟 研究发现， 女
性肺癌比例不断上升可能与厨
房中的高油烟有关 。 因此 ， 女
性在烹调过程中一定要打开抽
油烟机， 打开窗户 ， 最好不要
在室内进行烧烤 ， 用天然气替
代煤气 ， 也可在厨房里放一些
绿色植物。

压力大、 生闷气 除上述原
因外， 工作压力大、 心情抑郁、
爱生闷气等也是诱发肺癌、 乳腺

癌等其它肿瘤的高危因素 。 因
此， 我们应尽可能管理好自己的
情绪。

治疗
规范化治疗 + 多学科联合诊疗

如果不治疗或是不规范治
疗， 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时间一般
不超过半年。 但通过规范化治疗
和多学科联合诊治， 患者的生存
时间可以延长到 30 个月左右 ，
甚至更长。

确诊为肺癌后， 患者何时手
术， 何时放、 化疗， 需要多学科
联合会诊讨论， 比如肿瘤内科、
肿瘤放疗、 外科、 影像科、 病理
科及心理精神科等多学科专家共
同会诊研究出最佳治疗方案。 目
前早期肺癌的治疗主要是以手术
为主， 对于中晚期患者考虑以
化疗或放疗为主 ， 或者靶向治
疗 ， 主要用于驱动基因突变 、
晚期不能手术的肺癌病人的治
疗， 可以延长病人的总生存时
间。 另外 ， 近年很热门的免疫
治疗为晚期肺癌患者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治疗方法。

预防
定期体检，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肺癌的早期症状很不明显，
甚至没有症状， 对于有长期吸烟
史、 年龄超过 40岁的人出现顽固
性咳嗽、 痰中带血等症状时要引
起重视。 另外， 还有一些不太明
显的症状， 如不明原因的疲乏、
体重减轻， 也可能是癌症的表现。

定期对高危人群做肺部 CT
扫描， 可以尽早发现肺癌， 做到
早治疗。 目前常见的肺癌筛查及
诊断方式有很多， 其中低剂量螺
旋肺癌 CT 检查结合了肺部 CT
与 X 线胸片的优点， 可有效进
行肺癌早期诊断。 另外， 预防肺
癌等恶性肿瘤就要提倡健康的生
活方式， 比如不要熬夜、 戒烟、
饮食平衡、 不酗酒等， 同时还要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即使诊断
出癌症， 也不要悲观、 自暴自弃
或讳疾忌医、 听信民间偏方， 而
应该接受规范治疗， 争取更长的
生存期和更好的生活质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肿瘤科主任医师 王彩莲

（崔玉艳 整理）

张医生：
我母亲今年 76岁， 她左手背上 10

多年前长了块黑斑， 没有其他不适， 以
为是“老年斑”， 不过最近这块斑越长
越大， 有时能抠掉， 但很快又能长起
来，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是否需要手术？

读者 丁女士
丁女士：

您母亲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基底细
胞癌， 属皮肤癌的一种， 多见于老年
人， 其病因目前尚不明确， 可能与长
期过度日晒导致的紫外线伤害有关。

基底细胞癌虽然叫癌， 但它的恶
性程度并不算太高， 因为基底细胞癌
基本只在局部浸润 ， 极少有远处转
移。 由于其偏良性的特点， 又被称为
基底细胞上皮瘤。 虽然基底细胞癌不
痛不痒， 其危害较小， 但是如果长期
不处理， 其局部浸润不断扩大， 也会
影响到周围器官组织。 如面部的基底
细胞癌侵入眼睑 ， 可能使眼球将不
保， 手部的基底细胞癌侵入肌腱， 则
可能要截肢。

目前， 基底细胞癌的治疗相对简
单， 手术是第一选择， 只要手术切除够
彻底， 就能根治， 无需再放化疗。 对于
不适宜手术的患者， 也可以采用光动力
疗法， 或局部外用咪喹莫奈类药物。

张医生

������李伯伯在一次吃完宵夜之
后， 突然出现了畏寒发热， 伴恶
心呕吐情况， 被紧急送往医院后
确诊为“肝脓肿”， 医生立即为
其行“肝脓肿切开引流术”， 术
中引流脓液共 100 多毫升。 术
后， 李伯伯恢复良好， 各项指标
基本正常。

肝脓肿是细菌、 真菌等多种
微生物引起的肝脏化脓性病变，
最常见的症状为寒颤、 发热、 恶
心、 呕吐、 腹痛、 乏力， 如果治
疗不积极， 死亡率可高达 10%～
30%。 本病一般起病较急， 由于
肝脏血运丰富， 一旦发生化脓性
感染后， 大量毒素进入血循环，
可引起全身脓毒性反应。

1.�寒战、 高热 多为最早症
状， 也是最常见的症状 。 患者

在发病初期骤感寒战 ， 继而高
热， 发热多呈弛张型 ， 体温在
38℃～40℃， 最高可达 41℃， 寒
热往来伴大量出汗， 脉率增快，
反复发作。

2.�肝区疼痛 炎症可引起肝
脏肿大， 导致肝被膜急性膨胀，
肝区出现持续性钝痛 。 疼痛剧
烈者常提示单发性脓肿 ； 脓肿
早期为持续钝痛 ， 后期常为锐

利剧痛 ， 随呼吸加重者常提示
肝膈顶部脓肿； 有时疼痛可向右
肩放射， 左侧肝脓肿也可向左肩
放射。

3.�恶心、 呕吐 由于伴有全
身性毒性反应及持续消耗， 患者
还会出现乏力、 食欲差、 恶心、
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少数患者在
短期内可表现精神萎靡等较严重
病态， 也有少数人出现腹泻、 腹
胀或较顽固性的呃逆等症状。

值得指出的是 ， 由于目前
诊疗技术的进步以及抗生素的
早期应用 ， 上述典型表现已不
多见 ， 而是常以腹痛 、 乏力和
夜间盗汗为主要症状 ， 值得引
起患者重视。

浏阳市人民医院
肝胆胰外科 范文

吸烟、 厨房高油烟、 压力大、 生闷气……

������2001 年 11 月， 世界肺癌联盟
发起了一项全球性倡议———将每年
的 11 月定为“全球肺癌关注月”，
旨在提高人们对肺癌的防癌、 抗癌
意识， 普及肺癌规范化诊疗知识。
肺癌是一个发病率、 致死率极高的
恶性疾病， 吸烟是首位高危因素，
但近年来， 女性患肺癌的比例明显
上升， 除吸烟外， 还可能与厨房高
油烟、 爱生闷气或压力大、 心情抑
郁有关。

突然寒颤高热 小心肝 脓 肿

病因
吸烟、厨房高油烟、爱生闷气

在中国，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高居恶性肿瘤前列， 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 “肺癌第一大国 ”。
吸烟是引起肺癌首位高危因素，
而对于女性患者来说， 厨房高油
烟、 压力大、 爱生闷气等也是高
危因素。

吸烟 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
位高危因素， 80%以上的肺癌是
由于吸烟引起的， 包括主动吸烟
和二手烟。 因此， 为了自身和家
人、 身边人的健康， 最好不要吸
烟， 如果一定要吸， 尽量不要在
家里、 单位、 公共场合吸。

厨房高油烟 研究发现， 女
性肺癌比例不断上升可能与厨
房中的高油烟有关 。 因此 ， 女
性在烹调过程中一定要打开抽
油烟机， 打开窗户 ， 最好不要
在室内进行烧烤 ， 用天然气替
代煤气 ， 也可在厨房里放一些
绿色植物。

压力大、 生闷气 除上述原
因外， 工作压力大、 心情抑郁、
爱生闷气等也是诱发肺癌、 乳腺

癌等其它肿瘤的高危因素 。 因
此， 我们应尽可能管理好自己的
情绪。

治疗
规范化治疗 + 多学科联合诊疗

如果不治疗或是不规范治
疗， 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时间一般
不超过半年。 但通过规范化治疗
和多学科联合诊治， 患者的生存
时间可以延长到 30 个月左右 ，
甚至更长。

确诊为肺癌后， 患者何时手
术， 何时放、 化疗， 需要多学科
联合会诊讨论， 比如肿瘤内科、
肿瘤放疗、 外科、 影像科、 病理
科及心理精神科等多学科专家共
同会诊研究出最佳治疗方案。 目
前早期肺癌的治疗主要是以手术
为主， 对于中晚期患者考虑以
化疗或放疗为主 ， 或者靶向治
疗 ， 主要用于驱动基因突变 、
晚期不能手术的肺癌病人的治
疗， 可以延长病人的总生存时
间。 另外 ， 近年很热门的免疫
治疗为晚期肺癌患者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治疗方法。

预防
定期体检，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肺癌的早期症状很不明显，
甚至没有症状， 对于有长期吸烟
史、 年龄超过 40岁的人出现顽固
性咳嗽、 痰中带血等症状时要引
起重视。 另外， 还有一些不太明
显的症状， 如不明原因的疲乏、
体重减轻， 也可能是癌症的表现。

定期对高危人群做肺部 CT
扫描， 可以尽早发现肺癌， 做到
早治疗。 目前常见的肺癌筛查及
诊断方式有很多， 其中低剂量螺
旋肺癌 CT 检查结合了肺部 CT
与 X 线胸片的优点， 可有效进
行肺癌早期诊断。 另外， 预防肺
癌等恶性肿瘤就要提倡健康的生
活方式， 比如不要熬夜、 戒烟、
饮食平衡、 不酗酒等， 同时还要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即使诊断
出癌症， 也不要悲观、 自暴自弃
或讳疾忌医、 听信民间偏方， 而
应该接受规范治疗， 争取更长的
生存期和更好的生活质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肿瘤科主任医师 王彩莲

（崔玉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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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身边人的健康， 最好不要吸
烟， 如果一定要吸， 尽量不要在
家里、 单位、 公共场合吸。

厨房高油烟 研究发现， 女
性肺癌比例不断上升可能与厨
房中的高油烟有关 。 因此 ， 女
性在烹调过程中一定要打开抽
油烟机， 打开窗户 ， 最好不要
在室内进行烧烤 ， 用天然气替
代煤气 ， 也可在厨房里放一些
绿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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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生闷气等也是诱发肺癌、 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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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我们应尽可能管理好自己的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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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对于中晚期患者考虑以
化疗或放疗为主 ， 或者靶向治
疗 ， 主要用于驱动基因突变 、
晚期不能手术的肺癌病人的治
疗， 可以延长病人的总生存时
间。 另外 ， 近年很热门的免疫
治疗为晚期肺癌患者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治疗方法。

预防
定期体检，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肺癌的早期症状很不明显，
甚至没有症状， 对于有长期吸烟
史、 年龄超过 40岁的人出现顽固
性咳嗽、 痰中带血等症状时要引
起重视。 另外， 还有一些不太明
显的症状， 如不明原因的疲乏、
体重减轻， 也可能是癌症的表现。

定期对高危人群做肺部 CT
扫描， 可以尽早发现肺癌， 做到
早治疗。 目前常见的肺癌筛查及
诊断方式有很多， 其中低剂量螺
旋肺癌 CT 检查结合了肺部 CT
与 X 线胸片的优点， 可有效进
行肺癌早期诊断。 另外， 预防肺
癌等恶性肿瘤就要提倡健康的生
活方式， 比如不要熬夜、 戒烟、
饮食平衡、 不酗酒等， 同时还要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即使诊断
出癌症， 也不要悲观、 自暴自弃
或讳疾忌医、 听信民间偏方， 而
应该接受规范治疗， 争取更长的
生存期和更好的生活质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肿瘤科主任医师 王彩莲

（崔玉艳 整理）

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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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不能手术的肺癌病人的治
疗， 可以延长病人的总生存时
间。 另外 ， 近年很热门的免疫
治疗为晚期肺癌患者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治疗方法。

预防
定期体检，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肺癌的早期症状很不明显，
甚至没有症状， 对于有长期吸烟
史、 年龄超过 40岁的人出现顽固
性咳嗽、 痰中带血等症状时要引
起重视。 另外， 还有一些不太明
显的症状， 如不明原因的疲乏、
体重减轻， 也可能是癌症的表现。

定期对高危人群做肺部 CT
扫描， 可以尽早发现肺癌， 做到
早治疗。 目前常见的肺癌筛查及
诊断方式有很多， 其中低剂量螺
旋肺癌 CT 检查结合了肺部 CT
与 X 线胸片的优点， 可有效进
行肺癌早期诊断。 另外， 预防肺
癌等恶性肿瘤就要提倡健康的生
活方式， 比如不要熬夜、 戒烟、
饮食平衡、 不酗酒等， 同时还要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即使诊断
出癌症， 也不要悲观、 自暴自弃
或讳疾忌医、 听信民间偏方， 而
应该接受规范治疗， 争取更长的
生存期和更好的生活质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肿瘤科主任医师 王彩莲

（崔玉艳 整理）

促使女性肺癌患者比例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