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疼痛介入科为一名
重度癌痛患者成功实施了鞘内
吗啡泵植入术， 术后患者对镇
痛效果十分满意。

51 岁的赵女士患有恶性胸
膜间皮瘤， 近 5 年间， 她经历了
放疗、 化疗以及靶向治疗等多种
抗肿瘤治疗。 1 年前， 患者胸背
病灶区域出现剧烈疼痛， 并且彻
夜难眠， 每天要持续给予强效阿
片类镇痛药物， 大约折合超过
1000 毫克吗啡 ， 但效果不佳 ，
患者生活治疗差， 痛不欲生。 赵
女士在医院接受鞘内吗啡泵植入
术后， 经过约 1 周的疼痛评估和
鞘内吗啡药物调试， 最终获得了

满意的镇痛效果。
据该科邹慧超副主任介绍，

鞘内吗啡泵植入术是将吗啡直
接注入蛛网膜下腔， 阻断疼痛
信号经脊髓向大脑传递， 提高
强镇痛药的全身性镇痛疗效 ，
从而使每日所需的鞘内阿片类
药物降低至之前口服所需剂量
的大约 1/300， 大大减少了机体
每日所需镇痛药物用量， 并能
大幅度降低药物所引起的不良
反应。 鞘内吗啡泵植入术主要
用于难治性顽固性癌痛的治疗，
它具有安全、 舒适、 高效等优
点 ， 极大地提高了镇痛疗效 ，
并减少了药物相关的副反应。

刘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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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专刊

�������上周五一大早， 家住长沙市开
福区 67 岁的王奶奶就喜笑颜开地
拿着一面锦旗来到了科室， 科室里
的医生护士都有点不敢相信， 前几
天还痛不欲生、 肚子肿大得像怀孕
九个月一样、 腹胀得气都喘不过来
的王奶奶， 现在像正常人一样过来
了。 原来王奶奶是卵巢癌术后， 出
现大量腹水， 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附属医院肿瘤科行彩超精确定位
和彩超全程实时引导下行腹腔穿刺
置管引流腹水后， 再向腹腔内灌注
中药和抗癌药， 症状一下子就缓解
了。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神
奇的彩超介入诊疗方式。

彩超介入， 是一种新兴的疾
病诊断和治疗方法， 是在实时彩
超的精确定位 、 监视和引导下 ，
完成各种穿刺活检、 抽吸、 插管、
注药、 消融治疗等操作。 其主要
特点是无辐射、 精准、 微创、 全
程实时引导下完成临床操作及介
入诊疗， 就像给临床操作和诊疗
装上了透视眼 ， 看清五脏六腑 ，
确保一针成功， 最大程度地减少
损伤及增加准确性， 防止医疗风
险。 该方法如同时结合中医药治
疗， 能最大程度增加疗效， 给病

友带来最大的获益。
目前， 不少医院已经开展了

彩超介入项目， 该技术具体来说
可以运用到以下九个方面:

1. 彩超引导下行肝脏、 乳腺、
甲状腺、 淋巴结、 胸、 腹壁肿瘤、
皮下肿瘤射频消融治疗， 具有全
程实时引导、 一针穿刺到位、 立
即观察消融疗效的特点。

2. 彩超引导下行肝脏、 乳腺、
甲状腺、 淋巴结、 浅表肿瘤、 腹腔
肿瘤、 盆腔肿瘤穿刺活检术， 具有
微创、 精准、 取材好的特点， 是明
确肿瘤是否有癌变的最好方式之一。

3. 彩超引导下行心包积液穿
刺置管术， 可实时全程监视穿刺
针针尖的位置， 最大限度防止伤
及心脏， 特别是对大量心包积液
的患者， 是一针救命的治疗。

4. 彩超引导下行困难的胸腔、
腹腔穿刺抽液术， 对包裹性、 中
少量胸腔、 腹腔积液等困难穿刺
的情况， 可最大程度减少穿刺损
伤， 提高成功率。

5. 彩超引导下行肾积水造瘘
治疗， 可有效避开危险部位， 精确
把导管置入到预定位置， 可有效减
少出血及损伤， 保护肾脏功能。

6. 彩超引导下行中心静脉植
管术及 picc 术， 可监测血管准确
的部位， 有无畸形， 选择最合适
的位置， 全程监视下精准植入中
心静脉导管， 为疾病的治疗打下
坚实的基础。

7. 彩超引导下行肝脏、 乳腺、
淋巴结、 甲状腺、 腹腔肿块微波消融
治疗， 对较大的肿瘤也可完全消融。

8. 彩超引导下行肝囊肿、 肾
囊肿、 卵巢囊肿穿刺抽液并硬化
治疗， 真正做到不开刀治好肿瘤。

9. 彩超引导下行输液港置入
术， 美观又耐用。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
彩超下介入诊疗， 将给广大肿瘤
患者带来越来越多的益处。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肿瘤四科副主任医师 陈四明

通讯员 夏爱民

������在放疗中心， 经常会出现如下的
对话：

“你今天最后一次， 放疗结束
啦？”

“没有， 今天是小光结束， 明天
开始照大光”。

这是两名妇科肿瘤患者正在交流
着病情， 那么她们口中的小光和大
光是什么呢？

南京市肿瘤医院放疗科鲁世慧副
主任医师介绍， 这两位患者所说的
小光和大光是她们对放疗中的外照
射和近距离照射的俗称 。 外照射
“小光” 是指放射源距离体外一定距
离， 集中照射人体某一部位； 近距离
照射 “大光” 是指将放射源密封直接
放入被治疗的组织内或人体的天然
腔内， 如鼻咽、 食管、 宫颈等部位进
行照射。

以妇科肿瘤为例， “小光” 照
射， 可以采用普放、 三维适形放疗、
调强适形放疗和旋转调强放疗技术。
患者经过制作体膜、 CT 定位、 靶区
勾画、 放疗计划设计、 患者体位复
位、 计划验证这六步后最终实施放
疗。 调强放疗技术可以更好地降低患
者正常器官的照射剂量， 提高病灶
靶区的照射剂量和均匀度。

妇科肿瘤的 “大光” 照射， 也就
是后装治疗。 将施源器放入患者的治
疗部位并固定， 然后在 X 线模拟定位
机上确定施源器的位置， 将定位片传
到后装治疗机的计划系统， 设计后装
计划， 把施源器和后装治疗机连接，
即可实施后装计划。 后装治疗中的剂
量随距离的变化遵循着平方反比定
律， 放射源贴近肿瘤组织， 肿瘤组织
受到有效的照射剂量， 而邻近的正常
组织如直肠和膀胱距放射源相对较
远， 由于辐射剂量随距离增加而迅速
跌落， 受量较低。

近距离照射一般作为外照射的辅
助治疗手段， 可以给予特定部位， 如
外照射后残存的瘤体等给予较高的剂
量， 进而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

杜傲宇

�������家住福州的张女士， 一家几名
女性都被乳腺癌“盯” 上， 妈妈和
姨妈先后患乳腺癌去世。 近日， 她
在福州总医院精准防癌筛查门诊
检查， 发现一侧乳腺有癌症。 由
于发现得早， 张女士获得了手术
的机会。

“遗传因素在一些肿瘤的发生
中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遗传学原
因导致的染色体和基因异常， 使
得部分人群患某些肿瘤的几率大
大增加。” 对此， 国家中西医结合
肿瘤重点学科、 福州总医院肿瘤
科主任陈曦副主任医师提醒说。

在所有肿瘤中， 遗传性肿瘤综
合征所占比例为 5%~10%。 乳腺癌
发病受多因素影响 ， 其中遗传因
素具有重要作用 ， 大约有 15%~
20%的乳腺癌病人是有家族史的。

专家提醒， 目前精准防癌筛查
门诊重点针对两类人群： 一类是
已经患上癌症的患者， 通过筛查，
可以明确其是否携带有癌症易感
基因， 如果有， 说明这个患者的癌
症是有遗传性的， 那么就应将筛
查的面积， 扩展到患者的近亲家
属中。 还有一类是癌症患者的后
代。 如果癌症患者已经去世， 后代
想排除自己是否携带了癌症易感
基因， 是否属于患癌的高危人群，
也可以通过精准防癌筛查了解自
己的患癌风险。

吴志

������生活中， 有的人担心吃得不当
患上癌症。 有的肿瘤患者看到过
“饿死肿瘤” 的说法， 干脆就开始
吃素。 这些肿瘤与饮食关系的说
法， 都科学吗？

饮食不当引发癌症
肿瘤是否与饮食有关呢？ 南京

市第二医院肿瘤科童金龙主任介
绍， 一些癌症的发生确实与饮食不
当相关。 如饮食过烫易引发食管
癌： 过烫的食物会损害食道黏膜，
食管长期在 “损害-修复-损害-修
复” 的过程中， 不正常的 “异型
性” 细胞会越来越多， 就会引起食

管黏膜的慢性创伤和炎症， 最终
导致食管癌的发生。

其次， 长期过量饮酒易导致
酒精性肝病， 进而引发肝癌的发
生。 肝癌还与黄曲霉毒素污染食
物、 水质有一定关系。 摄入高脂
肪食物有可能引发结直肠 、 胰
腺、 前列腺癌和乳腺癌。 此外 ，
有研究表明， 以荤菜为主的饮食
方式、 吃夜宵习惯、 经常外出就
餐、 进食速度快， 这些都是消化
道肿瘤的危险因素。 还有研究提
示， 每月摄入油炸食品频率过高
会增加结直肠癌发病风险。

“饿死肿瘤” 不可取
还有些肿瘤患者在查出病后都

开始谨慎饮食， 一些患者甚至期待用
“饥饿疗法” 来 “饿死” 肿瘤。 童主
任表示， 大家要走出 “饥饿疗法” 的
误区。 肿瘤细胞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葡
萄糖， 此外对于氨基酸、 脂肪这些营
养物质也存在异常代谢， 呈现出一种
掠夺式的代谢。 也就是说， 即使机体
不吃不喝， 肿瘤细胞都有办法获取营
养、 消耗机体， 届时饿坏的只能是病
人自己， 并且摧毁人体自身的免疫
力， 将非常不利于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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