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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专家细说科学防癌、抗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施学霞 文图

日前，深受观众喜爱的前央视知名主持人李咏因癌症去世，年仅50岁。“生
命来来往往，也许来日并不方长。”随着李咏去世消息的持续刷屏，人们在深感惋
惜的同时，对癌症的预防、早期筛查和晚期治疗等话题也在进行着讨论，如何科
学防癌、抗癌更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那么，不妨让我们来听听河南理工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权威肿瘤专家们对防癌、抗癌的建议。

“目前，女性肺癌患者的比例
虽然整体上仍低于男性，但也呈
现上升趋势。”该院胸外一区副主
任郭金成介绍，肺癌的致病原因
尚不清楚，但普遍认为与吸烟、大
气污染、室内装修、心理健康以及
职业等因素有关。国外临床研究
显示，烟龄为15年~20年，且年
龄在55岁以上的人群是肺癌高
发人群。

郭金成说，目前治疗肺癌的
技术进步很快，早期发现肺癌，首
先考虑手术，通过胸腔镜下肺癌
根治术，能有效提高患者5年生
存率。但是，在实际临床诊断中，
有60%的病人发现时就已经到了
晚期，不可再考虑手术，因此只能
通过药物治疗。在这些晚期肺癌
患者中，有些患者通过检测发现
基因改变，那么，医生就会考虑采
用靶向治疗方法，更有针对性，并
且能够最大限度延长患者的生
命。

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郭金成提醒，预防肺癌，
首先，要做到自己不吸烟，并拒绝
吸二手烟；其次，装修房子时，尽
量采用健康环保的材料；第三，做
饭时尽量低温烹调，减少油烟的
吸入；第四，要保持愉悦的心情，
少生气。

胃癌
中青年发病率升高

“近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
逐年提高，其中60%以上为消化
系统肿瘤。胃癌的发病原因是多
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包
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等，而不规
律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确实会增
加患胃癌的风险。”消化内科主任
张正行说，胃癌早期常无明显症
状，只有少部分人有上腹疼痛、不
适或恶心、呕吐等症状。

张正行说，近年来，青壮年胃
癌患者数量在不断上升。在临床
上，不少年轻胃癌患者由于就诊
时间晚，一检查发现胃癌已经到
了中晚期。其中，该科发现最年
轻的是一位30岁的年轻人患胃
癌晚期，由于发现得晚，手术后又
复发，两年后就离世了。张正行
说，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早期胃
癌可通过内镜下黏膜剥脱术等方
法治疗，创伤小、痛苦小，术后不
影响生活质量，其5年生存率为
95%~100%。

食管癌
60岁~64岁患病人数最多

“在食管癌的多种致病因素

中，饮食习惯至少占三分之
一。”该院肿瘤内科二区主任
唐东霞说，食管癌是货真价实
的病从口入。

在唐东霞看来，长期饮烈
性酒、嗜好吸烟，食物过硬、过
热及进食过快都会增加食管
癌的发病率。另外，早饭不
吃、午饭随意、晚饭暴食的饮
食方式，食管也难以承受。

据唐东霞介绍，食管癌的
发病年龄是以40岁以上的人
群为主，在60岁~64岁这一阶
段，人数达到顶峰。她提醒，
生活中，出现下列可疑症状
时，应尽早到医院就诊检查：
进食时出现胸骨后、心窝部烧
灼、针刺等不适，与进食无关
的食管内异物感，胸骨后闷胀
不适感，咽部干燥以及颈部紧
缩感等。家中有食管癌的家
族病史，最好每年到医院检查
一次，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肝癌
80%的肝癌患者是由乙
肝、丙肝转化

“80%的肝癌患者是由乙
肝、丙肝转化的。因此，如果
乙肝患者不及时接受正规治
疗，就有可能患肝癌。”该院消
化内科一区主任孙国兴主任
介绍，年龄介于45岁至60岁，
经常熬夜、吸烟饮酒、过度劳
累的乙肝患者，是肝癌的高发
人群，并且男性患病比例高于
女性。

据了解，目前，肝癌最好
的治疗手段还是采取以手术
为主的综合治疗。中晚期的
肝癌患者术后两年的复发率
高达90%，因此，越早发现，治
疗效果越好，复发率越低。

“1991年，我们率先在全
市开展了肝癌介入治疗、微创
介入治疗，因疗效确切、创伤
小、恢复快、副作用小，广受患
者及医生推崇。不能通过外
科手术切除的肝癌，大部分治
疗方案是单独介入治疗或与
介入治疗相结合。”孙国兴提
醒，乙肝患者一定要及时接受
正规治疗，坚持长期用药，不
可随意停药。另外，生活规
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少
吸烟喝酒，不要熬夜，适当舒
缓压力，也有利于减少患癌症
的概率。

乳腺癌
早期乳腺癌的治愈率能达
到90%

“乳腺癌被称为女性健康

‘头号杀手’。家族中有乳腺癌
病史、月经初潮提前、绝经推迟、
不育晚育等因素都会增加乳腺
癌的发病率。此外，女性乳腺增
生患者增多，乳腺增生虽不是恶
性肿瘤，但如果长期不愈，就有
可能转变为乳腺癌。”据该院乳
腺甲状腺科一区主任许庆军说，

“乳腺癌不是只有女人才得，男
人也有可能得。”

据许庆军介绍，目前治疗乳
腺癌主要采用以手术为主的综
合治疗，包括传统的化疗、放疗、
内分泌治疗以及靶向治疗。早
期乳腺癌的治愈率能达到
90%，并可以通过保乳手术达到
根治的目的。

因为乳腺癌的病因目前尚
不清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要有
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当锻炼增强
免疫力，留意内分泌情况，避免
吃过于刺激性的食物和大量服
用含雌激素高的食物。

许庆军说，对于有乳腺癌家
族史的女性，建议从20岁开始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体检。乳腺
癌的早期常用检查包括体查、B
超、钼钯检查以及核磁共振检
查。不同年龄女性的筛查手段
有所不同，大于40岁的女性检
查乳腺癌需要进行钼钯检查，如
果有乳腺癌家族史，钼钯检查可
以提前到35岁。而对于40岁
以下的女性主要以B超检查为
主。

宫颈癌
接种HPV疫苗，有效降低
患宫颈癌的概率

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
肿瘤之一，也是15岁至44岁女
性中第二大高发癌症。

“在门诊接诊过程中，有不
少女性都很关心宫颈癌疫苗的
接种，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
明女性对自身的健康意识增强
了。”采访中，该院妇瘤科一区主
任王虹说，“宫颈癌主要由感染
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HPV引起
的，该疫苗通过预防HPV病毒
感染，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
病。”

王虹说，接种HPV疫苗，只
能抵抗最有可能引发宫颈癌的
病毒类型，降低患宫颈癌的概
率，并不代表对HPV病毒完全
免疫。接种疫苗后，仍有患上宫
颈癌的可能。她建议，预防宫颈
癌第一道防线就是注射HPV疫
苗，第二道防线是及早发现、定
期筛查。国际通用最有效的宫
颈癌筛查技术是宫颈液基薄层
细胞学检测技术（TCT）、高危
型HPV检测。如能在早期发
现，癌症会较易治疗。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永国带队下基层义诊。

一旦罹患肿瘤，如何
选择更好的治疗方案？面
对化疗、放疗、手术以及分
子靶向治疗、介入治疗等
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的各种疗法，究竟如何选
择？

这是摆在患者面前的
难题，却是肿瘤专家应该
为患者打开的一扇门。

“肿瘤，尤其是恶性肿
瘤的治疗，医生把这个过
程比喻成一场复杂的战
争。这场战争，需要内科、
外科、介入科、病理科、影
像科等多兵种协同作战，
才能实现肿瘤治疗效果的
最大化。”该院肿瘤内科二
区主任唐东霞说，“这就要
求医生根据每一位患者的
机体状况、肿瘤的病理类
型、侵犯范围（病期）和发
展趋势，有计划、合理地采
用现有的治疗手段，以大
幅度提高治愈率，改善患
者生存质量。”

据了解，该院对患者
实行首诊负责制，由相关
多学科医生共同会诊，为
患者制订适宜、完整的综
合治疗方案。治疗过程
中，该院通过打“组合拳”，
对肿瘤细胞进行有效根
治。同时，肿瘤治疗进入
多学科综合治疗时代，该
院建立多学科会诊协作模
式，可最大限度发挥各学
科专长，对于肿瘤病人规
范化、个体化治疗，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该院2015
年建立了分子病理实验
室，开展药物组相关基因
扩增和测序检测，为肿瘤
患者精准治疗提供支持。
去年6月，焦作市基因与
细胞工程研究中心在该院
成立，在精准医疗方面迈
向一个新的阶段。在向肿
瘤诊疗前沿迈进的征途
中，该院引进派特CT、定
位CT、高精度立体定向直

线加速器、3.0T超导磁共
振、光子双源CT……一系
列高精尖设备齐聚，让该
院精准诊疗如虎添翼。

“我市肿瘤放射治疗
跨入一个全新时代，即精
确定位、精确计划、精确验
证、精确治疗。随着精确
放疗技术的日臻成熟，我
科与医院其他科室协作，
对胸腹部、盆腔肿瘤患者
特别是中晚期患者进行手
术、化疗、放疗等综合治
疗，提高了患者治疗效
果。”在谈到多元化治疗方
案时，该院放疗科主任陈
剑说。

“随着医学科技的长
足发展和进步、创新抗癌
药物的出现，使得癌症治
疗不断优化，进入靶向定
位、精准治疗的时代。”河
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杨永国说，

“对于早期癌症患者而言，
可以通过手术进行肿瘤切
除，从而达到根除目的；对
于中晚期癌症患者，则需
要在遵循规范的基础上，
采用放、化疗联合分子靶
向药物的精准治疗手段，
大大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让癌症变成一种可以控制
的慢性病。”

“与其谈癌色变，不如
正确对待，积极应对。”该
院肿瘤内科一区主任邹明
雷说。防癌、抗癌过程中，
良好的习惯是前提，正确
的心态是基石，及时治疗
是关键。新的技术、疗法
仍在进步，当癌症变成一
种可以控制的慢性病，肿
瘤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防可
治的。通过有效预防、定
期筛查、积极治疗，三分之
一的恶性肿瘤可预防，三
分之一的可治愈，三分之
一的恶性肿瘤可治疗，无
须谈癌色变，早预防、早诊
断、早治疗非常重要，发现
得越早，治愈率越高。

肺癌
55岁以上烟民是高危人群

专家提醒

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
是防癌抗癌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