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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是
恶性肿瘤常
见的转移部
位之一。很
多人看到报
告上“骨转
移”几个字
眼后，就满
眼绝望，像
是看到了死
亡宣判书。
甚至有人觉
得还不如不
治了，不如
把 钱 省 下
来。果真如
此吗？

哪些肿
瘤患者更容
易发生骨转
移？发生骨
转移有哪些
症状？是否
真的意味着
没有多少时
间了？带着
诸多疑问，
记者走进河
南省首家骨
转移肿瘤门
诊 一 探 究
竟。

癌症骨转移=没救了？错！

我省首家骨转移肿瘤门诊为你带来更多生存希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封宁 陈亚平

“从去年开启骨转移肿瘤多学
科诊疗模式至今，平均每个月从会
诊中筛查出30-50名骨转移肿瘤
患者，专家组通过讨论，为其制定
最合适的治疗方式。”孙国绍，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下称中心
医院）神经脊柱外科主任，也是该
院骨转移肿瘤多学科专家组成员
之一。

随着癌症的发病率增高，发生
骨转移的病例也随之增多。郑州
某高校教师张女士，就是其中一
个。今年53岁的她被确诊乳腺癌
已经5年，经过规范治疗，病情得
到控制，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从
外表上，很难看出她曾经是个肿瘤
患者。

但是上个月，她又突然住院

了。原因不是乳腺问题，而是双腿
近乎瘫痪。“患者双腿可以抬起，但
不能走路，是坐轮椅来的，属于肌
力二级瘫痪。”接诊的孙国绍主任
说，患者和家人起初以为发生了脑
转移，因此辗转多家医院神经内科
就诊，且产生了放弃治疗的想法。

后来在中心医院，经过骨科专
家检查，发现患者第二胸椎发生了
肿瘤占位。经过骨转移肿瘤多学
科专家会诊后，为她制定了椎体切
除+脊髓减压手术方案。术后经
过医护人员专业的康复治疗，三周
后张女士走出了医院。

“类似的病例还有很多，其中
年龄最大的一位患者93岁的老先
生，术后同样恢复了基本的生活和
行走功能。”

对百姓来说，哪些癌症更容易
发生骨转移，能否提前预知或干
预，可能更值得关注。对此孙国绍
主任说，肺癌、肝癌、乳腺癌、甲状
腺癌、前列腺癌等常见癌症，容易
转移到骨骼系统，这也是专家会诊
时遇到较多的病种。

而在现实中，很多老百姓也不
知道是否存在抗转移的药物。“其
实早就有了！”孙国绍主任说，针对
可能发生的肿瘤骨转移，或者在发
生转移的初期，及早诊断并提前干
预的话，有可能延迟，甚至阻止癌

细胞向骨骼系统转移。
在很多肿瘤患者看来，疼痛是

癌症的“标配”，因此很多患者强忍
着癌痛以至于在痛苦中离去。“其
实癌症也可以不痛的！”孙国绍说，
如今癌症止痛方法有很多，除了大
家熟知的药物三级治疗，还有外科
干预治疗、神经阻滞治疗、射频消
融治疗、打骨水泥治疗等多种办
法。而在中心医院，骨转移肿瘤多
学科专家团队每月都要为20多名
癌痛患者制定止痛方案，且多数患
者都比较理想。

采访中记者得知，作为全省首家
开设骨转移肿瘤门诊的医院，中心医
院骨转移肿瘤多学科诊疗汇集了脊柱
外科、骨科、放射科、放疗科、核医学
科、肿瘤科、肿瘤内科、乳腺外科、甲状
腺外科等多个学科专家，并且由医院
院长连鸿凯亲自挂帅。不仅如此，团
队还聘请北大人民医院骨肿瘤科主任
郭卫教授、杨荣利教授为指导专家。

专家团队不仅为患者提供会诊，
而且抱着负责任的态度跟进患者诊疗
的全过程：有没有做治疗，做了哪些治
疗？效果如何？下一步治疗方案如何
制定？都要详细落实；如果患者出院，
多学科专家团队还要给患者指定合适

的随访计划，提醒患者定期复查，及时
了解患者病情变化，随时提供专业指
导等等。

除了入院患者的筛查会诊，如何
延长出院患者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
生活质量，也是专家团队的责任。“从
2018年至今，医院有将近两万名出院
的肿瘤患者，我们也制定了详细的筛
查计划，平均每个月随访一两百名患
者。”针对筛查出的骨转移肿瘤高危人
群，安排到门诊进行详细问诊和检查，
以明确诊断并制定合适的治疗计划。

“总体来说，只要随访到并且及时跟进
治疗的患者，其整体生活质量都会得
到大幅提高。”

据了解，该院骨转移肿瘤多学科
诊疗模式开启一年来，不仅运行越来
越顺畅，而且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制
度。例如每两周一次的例会，会议内
容包括各治疗小组的工作进展汇报、
外院专家授课、病例分享等等。不仅
如此，骨转移肿瘤多学科专家组每季
度还会举行一次脊柱专业的院内义
诊。

义诊的对象，主要是已经确诊、自

认为治疗效果还可以的肿瘤患者。“他
们往往容易忽视骨转移的发生，反而
更有必要前来义诊咨询。”孙国绍主任
说，提前干预治疗的结果往往超过了
预期。“即便发生转移，也会转移得晚
一些，或者在可控范围以内。”

而9月23日（下周四），恰好就是
脊柱专家参与的骨转移肿瘤专家义诊
日，患者可提前预约，或直接到该院门
诊咨询参与。

临床上，针对骨骼遭到不明原因
破坏，怀疑发生癌变的患者，需要做
骨穿刺活检。但因为骨骼比较硬，且
脊柱紧挨密集神经组织，一旦损伤容
易造成严重后果等因素的存在，目前

很多医院尚未开展骨穿刺活检。
而在中心医院脊柱外科，每个月

要为近50名患者实施骨穿刺活检。
“这个检查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明原
因骨损伤诊断的‘金标准’！”

女教师患乳腺癌5年后突然“瘫痪”
原来是癌细胞发生了“骨转移”

院长亲自挂帅，多学科诊疗模式让更多骨转移患者受益

本季度有场骨转移肿瘤专家义诊，恰好就在下周四

专家提醒：骨穿刺检查是诊断骨转移的“金标准”

哪些癌症容易发生骨转移？有没有办法抗转移？

111万人次3天筹款7000多万元
助力灾后重建 郑州慈善“99公益爱满绿城”硕果累累

“一起爱”！2021年“99公益日”活动主题落在郑州，成就了一组大爱数字：动员111万人次参与，3天共计筹募善款7000余
万元，创造了郑州市网络募捐史上的新纪录！

灾后重建任重道远，疫情防控挑战严峻，郑州人正经历着不同寻常的艰难时光。有爱，就有希望！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携手共
进，重建家园。

记者从郑州慈善总会获悉，9月7日至9日，经过全市各级慈善会和各参与机构奋力冲刺，广大慈善工作者、志愿者持续奉
献，动员爱心市民通过轻量、便捷的小额捐赠方式，为支持郑州灾后重建、乡村振兴、幸福家园建设等奉献爱心。数字背后，饱含着
社会各界的大爱精神，凝聚着郑州慈善的磅礴力量。

“99公益日”活动是全民参与网络
慈善捐赠的一次公益嘉年华，如何动员
更多人用轻松互动的形式，快乐参与慈
善？郑州慈善总会早早开始筹备，今年
6月初，就制订了各县（市、区）联动参与

“99公益日”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以会
长姚待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各位副会
长督导协调，动员和引导各县（市、区）慈
善组织、基金单位、志愿者工作站等社
会各界力量，立足早抓抓早。

与此同时，各县（市、区）慈善组织在
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积极筹备，广泛动
员，主动做好“99公益日”线上与线下相
关规则和操作方法的培训，努力打造政
治素质高、专业水平强的慈善专业团
队。让参与活动的单位、公益组织和爱心
人士透彻理解活动规则，掌握操作方法，
进一步提升筹款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这些力量又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带
动全市志愿者工作站、项目单位、基金

单位、爱心个人等采用丰富多样的形
式，开展“99公益日”系列活动。深入到
群众较多的地方，现场辅导操作方法，
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倡导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捐出相当于1天
的经费开支或节约的经费，倡导各类企
业捐赠1天的利润，倡导在职职工捐赠
1天的经济收入，倡导无固定收入的城
乡居民每人捐1元钱，倡导学生捐出1
天的零花钱……动员广大民众奉献一
份爱心。

为广泛宣传“99公益日”活动内容，
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郑州慈善总会联
合省市多家媒体单位，充分运用报纸、
广播、电视和网络、电子阅报栏、户外显
示屏等形式，开展系列网络募捐宣传活
动，并制作“中华慈善日”“99公益日”活
动电子宣传海报、活动参与二维码等，
广泛传播展示。针对广大市民关心的
问题，逐一答疑解惑。

倡导更多人快乐参与慈善 他们“拼”了

郑州慈善总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联合全市103家
慈善会、社会组织、志愿者团
队，共上线5个母项目、116个
子计划，涵盖了乡村振兴、助
老助学、困境儿童关爱、困难
群众大病救助、灾后重建等多
个领域。

自9月1日以来，郑州慈
善总会及各县（市、区）慈善组
织纷纷行动起来，以“中华慈
善日”“99公益日”和“郑州慈
善周”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慈善宣传活动。9
月7日至9月9日活动期间，
全市12个县（市、区）、4个开发
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等方式，
党政领导带头，引导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取得了良好成绩。
统计数据显示，郑州全市共动

员 1116584 人次参与“99 公
益 日 ”活 动 ，共 筹 募 善 款
70651762.64 元，其中，公众
捐赠善款46445866.98元，获
得 腾 讯 配 捐 和 奖 励
3805174.53 元 、企 业 配 捐
20400721.13元，位居全省前
列，创造了郑州市网络募捐史
上的纪录。其中，巩义市、二
七区突破千万元大关，中牟
县、新密市突破500万元。

今年“99公益日”所募集
的善款将咋用？据郑州慈善
总会负责人介绍，这些善款将
重点用于7·20受灾群众生活
困难救助、灾后重建、幸福家
园建设、困境家庭大病救助等
领域的帮扶与实施，为助力第
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贡献
慈善力量。

上下联动收获网络募捐丰硕成果 善款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