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肿瘤发病具有较强的隐匿
性， 超过七成的癌症发现时已是中晚
期阶段， 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
机， 对于他们而言， 带瘤生存或许是
一种更好地选择。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带瘤生存不
就是不治了吗？ 有肿瘤在身体内， 病
情随时都有可能恶化， 这还能安全
吗？ 其实带瘤生存不是听之任之， 而
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模式。

首先， 要认清一个事实， 人类征
服肿瘤的梦想还没有实现。 世界卫生
组织已经把肿瘤当作一种慢性病， 跟
糖尿病、 高血压、 冠心病一样， 因为
其病情发展有一个过程， 不能治愈，
终身存在。 其次， 有时过分积极治疗
也是一种伤害， 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
些老年肿瘤患者， 儿女们一听说能够
手术， 不惜一切代价治疗， 反而没有
获得好的效果。 这是因为老年人， 尤
其是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体各种机
能都已经退化， 根本无法耐受手术、
化疗。 此时完全不必去考虑消灭肿
瘤， 可以选择单独放疗或其他治疗，
从而做到带癌生存。 当然， 倡导带瘤
生存也并不意味着保守等待不治疗，
如果能够外科切除、 放疗等其他治疗
方法治愈的， 依然要鼓励肿瘤患者积
极治疗。

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任医师
丁海 （段颉 整理）

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陈艳阳 邮箱：cyy0121@126.com� �版式：谢敏智 05家庭医生

肿瘤防治专刊

������近日， 23 岁的小刘进行单位
常规体检， 检查结束没多久就接到
医院的电话， 医生请小刘尽快到医
院进行 CT 扫描， 原来她在拍胸片
时照出肺部有一阴影。 经过 2 次
CT 检查后， 小刘确诊为纵膈肿
瘤， 医生说她长的肿瘤压迫到了胸
腔， 需要尽快安排手术。 小刘很疑
惑也很担心， 纵膈肿瘤到底是个什
么“瘤”？ 是良性还是恶性？ 自己
平时身体没有什么不适， 为何会得
这种病？ 手术需要做哪些准备？ 下
面笔者来谈谈这些问题。

纵隔是左、 右纵隔胸膜之间所
有器官和结构的总称。 纵隔区是指
两肺之间， 脊柱和胸廓胸骨中间的
区域， 发生于纵隔内各种组织结构
的肿瘤即纵肿隔瘤， 但应区分于食
管、 气管、 大血管和心脏发生的肿
瘤。

纵隔肿瘤根据发生的部位， 可
以分为上纵隔和下纵隔， 前纵隔、
中纵隔和后纵隔肿瘤。 依据所在脏
器发生肿瘤的组织结构进行分类，
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胸内异位组
织肿瘤： 如胸骨后甲状腺肿， 好发
于前上纵隔， 其他还包括甲状旁腺
瘤、 淋巴源性肿瘤； 2.胸腺瘤： 较
常见 ， 好发于前上纵隔 ； 3.畸胎
瘤： 具有畸胎样三胚层结构， 好发

于中纵隔； 4.纵隔囊肿： 如支气管
囊肿、 食管囊肿、 心包囊肿； 5.神
经源性肿瘤： 包括交感、 副交感神
经源性肿瘤、 节神经源性肿瘤。

纵隔肿瘤患者约 2/3 无症状，
其临床表现多样： 良性肿瘤小时无
症状， 恶性肿瘤生长快， 有侵袭
性； 随着肿瘤生长逐步出现压迫症
状， 如压迫大血管出现颜面部及上
肢浮肿， 压迫神经系统出现声音嘶
哑、 上臂疼痛、 颈交感神经麻痹综
合征等， 压迫呼吸器官出现胸闷、
肺部感染症状， 压迫食管出现吞咽
梗阻感等等。 特异性症状对诊断有
明确指导意义， 随吞咽运动上下的
为胸骨后甲状腺肿， 咳出毛发、 豆
渣样皮脂为破入肺的畸胎瘤， 伴随
重症肌无力的为胸腺瘤。

纵隔肿瘤也分为良性和恶性肿
瘤。 胸腺癌、 恶性淋巴源性肿瘤属
于恶性肿瘤， 神经源性肿瘤多为良
性， 是后纵隔最常见的肿瘤， 一般
无明显症状， 肿瘤较大可产生压迫
及疼痛症状； 胸腺瘤是常见的前上
纵隔肿瘤， 孤立无粘连的胸腺瘤是
良性的， 但大多数胸腺瘤被认为具
有潜在恶性肿瘤生物学行为， 有侵
袭性及手术后复发可能， 所以一经
发现， 建议尽早手术切除； 纵隔囊
肿均因胚胎发育过程中部分胚细胞

异位引起， 属良性。
纵隔肿瘤的治疗包括手术治

疗、 化疗和放疗， 对于绝大多数原
发性纵隔肿瘤， 可采用外科手术进
行治疗； 对于恶性淋巴源性肿瘤，
多采用放射治疗； 对于恶性纵隔肿
瘤已侵入邻近器官无法切除或已有
远处转移的情况， 采用放疗或化学
药物治疗。

临床上 ， 依据肿瘤来源及位
置， 纵膈肿瘤切除术采用相应的手
术方式和手术径路。 手术方式分为
开胸手术和胸腔镜微创手术。 传统
开胸手术创伤较大， 术后患者疼痛
较为明显， 并发症发生率较高， 不
利于术后快速康复。 随着微创胸外
科的迅速发展， 经肋间胸腔镜纵膈
肿瘤切除手术、 剑突下胸腔镜纵隔
肿瘤切除术、 机器人胸腔镜纵膈肿
瘤切除术已经相当成熟， 往往只需
要 1～3 个 1～3 厘米大小的切口即可
完成肿瘤的切除。 对于肿瘤直径小
于 5 厘米， 无纵隔内重要组织结构
如气管、 食管、 重要神经及大血管
侵犯的病例， 手术安全可靠， 切除
彻底性等同于传统开放术式， 术后
患者恢复快、 疼痛轻、 生活质量明
显提升， 疗效确切。

湖南省肿瘤医院胸外二科
副主任医师 吴吉力（王磊 彭璐 整理）

������老年人由于各种器官处于衰退
期， 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 包括癌
症， 都应该注重特异性。 从临床视
角来看， 诊断时要注意老人癌症的
隐匿性， 在治疗过程中用药要有别
于普通患者。

老年癌症具有隐匿性
老年癌症之所以有隐匿性， 原

因有二：
一是老年患者很多患有基础性

疾病， 特别是 “三高”、 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和骨关节性疾病， 时而这
里痛， 时而那里痛。 癌症早期的种
种临床表现往往被这些基础性疾病
所掩盖， 不仅分散了患者和亲人的
注意力， 病症也不容易被医生 “揪
出来”， 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二是即使发现了癌症的种种迹
象， 诊断和治疗起来 “拦路虎” 也
不少， 特别是对有基础性疾病的患
者检查往往是困难重重， 重度高血
压患者不宜做增强 CT 扫描检查，
慢阻肺患者难做纤维支气管镜， 胃
部有病的难做胃镜……

那么， 如何才能解决老年癌症
患病症状的隐匿性呢？ 一是要加强
科普知识的宣讲， 让老人和他们的
亲人了解种种征兆， 及时发现及时
治疗。 二是如果发现了癌症的蛛丝
马迹， 就要相应地进行检查。 很多
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患者， 进行检
查是有一定困难的， 但如果注重多
学科会诊 ，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
估， 就有可能战胜困难， 选择出最
合理的方案。

治疗方法有别于中青年患者
老年患者由于身体状态不如中

青年人， 治疗的方法一定要有别于
中青年患者。

以用药量为例， 中青年患者用
100%的剂量， 那老年患者最多用
70%~80%。 如果照搬中青年患者
的剂量， 老年人一般难以承受。 特
别是有并发症的老年人， 心肺功能
毒性反应会很强烈， 肝肾功能、 造
血功能都会受到较大影响。 有些医
院对老年患者化疗， 同样按中青年
患者给剂量， 出现 4 度骨髓抑制，
伴随着感染、 出血、 发热， 各种并
发症来势汹汹， 如同倒了多米诺骨
牌一样， 如果不及时处理， 往往直
接危及患者的生命。

临床上 ， 在给老年患者用药
时， 只有科学用药才能战胜疾病。
2014 年， 湖南省衡阳县有位 84 岁
的老太太因右侧淋巴肿大而造成呼
吸困难， 确诊为淋巴癌。 我们医院
治疗淋巴瘤 MDT 团队及时为她进
行了治疗， 化疗按老人的药量使
用， 6 天的时间仅用了 2000 多元
医疗费， 病情明显缓解， “抬着进
来， 走着出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肿瘤科
副教授 黄程辉

������近些年来， 肿瘤微创综合
治疗不断取得突破， 它集合了
“体内伽玛刀”、 “冷极射频消
融”、 “体腔热灌注” 等各项技
术， 将肿瘤治疗最新技术与现
有治疗方法有机结合， 有效地
弥补了常规手术、 放疗、 化疗
的不足。

一、 体内伽玛刀， 实现了
肿瘤 “精确定位 、 精确设计 、
精确治疗” 的三精境界。 该方
法属于肿瘤近距离放射治疗的
一种， 利用放射性粒子， 通过
穿刺针进行组织间插植， 做到
精确、 小剂量、 持续性放疗。

二 、 体腔热灌注治疗机 ，
有效解决胸腹水问题。 该方法
具有抽取病人胸腔和腹腔积液
功能， 利用微波技术对储药袋
内的化疗药液进行加热， 再回
流 （或抽回 ） 到加热装置中 ，
是一种主要针对体腔内恶性胸
腹水的治疗手段。

三、 体外高频热疗机， 可
进行非介入、 无创伤的区域热
疗。 该仪器应用高频电磁场作
用于人体深部肿瘤， 产生高热
杀伤癌细胞， 加强白细胞吞噬
作用， 特别是能有效解决癌痛

问题。 在肿瘤患者放化疗期间，
以热疗配合治疗， 可使放疗效
果提高 6 倍， 使化疗药物局部
浓度增加 400~1000 倍。

四、 免疫治疗系统联合放
化疗治疗恶性肿瘤， 提高机体
免疫力。 免疫治疗系统通过极
高频电波的 8 个治疗头、 7 种物
理治疗因子， 全方位、 多层次
协同刺激免疫系统， 以及与免
疫相关的神经、 内分泌、 经络
等， 调动机体自身力量， 保证
免疫监视、 防御、 自稳功能的
较好实现。

应用这些先进的技术、 设
备， 可给患者带来 “五最” 效
果——— 创伤最小 、 并发症最
少、 毒副作用最低、 疗效最高、
综合治疗费用最合理。

长沙市第一医院血液肿瘤科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肖劲军

老年癌症患者
诊治要重特异性

纵隔肿瘤分良恶
如何选择治疗方法

带瘤生存亦可行 肿瘤微创综合治疗
弥补常规方法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