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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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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为何一发现就是晚期？六类人群要注意！
最近，“肝癌”这一疾病频频出现在大

家的视野中。2月27日，著名香港演员吴
孟达（达叔）因肝癌去世。之前，歌手赵英
俊也是患肝癌去世，他和达叔一样，据说都
是一查出来就是晚期。肝癌为何常常一发
现就是晚期？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南京市
第二医院（南京市肿瘤医院）肿瘤三科副主
任医师王清波给大家科普肝癌的相关知
识。

我国肝癌发病率及死亡率不容
忽视

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据统计，中国
每年新发的肝癌约40万例，占全球肝癌的
50%以上，成为中国位居发病率第四位的
恶性肿瘤。除了发病率之高威胁着我们，
同时肝癌是仅次于胰腺癌的第二大致命肿

瘤，5年生存率仅18%，在我国肝癌是第2
位肿瘤致死病因。

肝癌“三步曲”，六类高危人群
要注意

王主任表示，一般来说，肝癌有“三步
曲”：乙肝—肝硬化—肝癌。肝癌发生的高
危因素除了肝炎病毒感染外，还有长期饮
酒、肥胖、黄曲霉素污染等等。主要的高危
人群包括：

①慢性肝炎患者：慢性乙型肝炎和慢
性丙型肝炎是肝癌重要的病因，但并不是
所有的慢性乙肝都会发展为肝癌。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与其他人相比，有乙肝病史者
患肝癌的风险增加10倍以上。

②肝硬化患者：有酒精性肝硬化（酗
酒）、血吸虫肝硬化或其他原因导致肝硬化

的患者，肝癌发病率明显增加。
③饮食中致癌物质污染：霉变的食物

产生的黄曲霉素有明确的致癌作用；含亚
硝酸盐食物在体内可以转变为亚硝胺类物
质也具有明确致癌作用。

④其他慢性肝病患者：如自身免疫性
肝病、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炎等。

⑤有肝癌家族史（尤其是年龄40岁以
上的男性）。

⑥长期工作压力大，长期精神压抑者。

预防肝癌，早诊很重要

王主任指出，肝癌的治疗重点是早期
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但早期的肝癌
无明显症状，自己很难察觉，因此一定要定
期体检，针对高危人群进行“防癌体检筛

查”，即应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肝脏超声、
甲胎蛋白和肝功能的检查，以早期发现异
常，进一步行肝脏MRI等进一步检查。

一直以来，肝癌与胰腺癌被称为两个
“癌中之王”，治疗之棘手可想而知。近年
来肝癌的外科治疗、介入治疗、药物治疗、
放射治疗等均取得进步，但单一治疗方法
存在其局限性，难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疗
效；同时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涌
现已经改变了肝癌系统性药物治疗的格
局。因此目前肝癌的治疗是综合治疗，是
基于肝癌MDT（多学科诊疗团队）模式而
执行的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晚期肝癌治疗的
新进展，较大地改变了肝癌治疗的格局，尤
其是晚期肝癌一线治疗层出不穷。靶向治
疗、免疫疗法及联合治疗成为晚期肝癌治
疗的主旋律，多款新药的亮相也备受瞩
目。这些新疗法的出现为晚期肝癌患者带
来了更多对生命选择的机会。

苏沐 魏林玲

“肝癌”的降临总是静悄悄，等到发现往往给人
致命一击。春季养肝正当时，江苏省中医院肝病科
副主任、主任中医师车军勇跟大家聊聊肝脏那些事。

肝癌难早发现，全因它是“哑巴”器官

肝癌不同于其他癌症，它往往来得猝不及防，经
常有人没有任何症状，就被突然告知得了肝癌，甚至
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在所有肝癌患者中，超过50%
的肝癌患者一经发现就已经属于晚期，失去了彻底
治愈的机会。因此，也有人称肝癌为‘癌中之王’”。

车军勇主任介绍说，之所以难以在早期发现，这
是因为肝脏自身没有痛觉神经分布，是个哑巴器官，
有了炎症甚至到肝硬化阶段，也常常没有任何不
适。只有当病变侵犯到了有神经分布的肝脏包膜，
才会有不适的感觉，此时病情已经到了癌症的晚
期。所以专家一直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要定期检
查、随访，发现问题赶紧治疗。

肝功能正常，不代表肝脏正常

许多人认为通过抽血来化验肝脏功能指标，如果
结果正常，就不用担心肝脏出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车军勇主任表示，肝功能检查反应肝脏损伤的
程度，主要检查的是肝脏炎症情况，比如各类肝炎、
肝硬化、脂肪肝等等，并不是针对肝癌的特异性筛
查。由于肝脏的代偿能力非常强大，有些轻微肝损
伤，不能直接从肝功能上反映出来；在肝癌早期抽血
检查肝功能，往往会显示肝功能正常，因此很难通过
肝功能直接发现肝癌。

“常规肝功能需要查，但是仅仅查肝功能不够，还需
要同时检查肝炎病毒，肝脏肿瘤指标（AFP），肝脏影像
学检查等。”他强调，对于有乙型肝炎、丙型肝炎、长期大
量喝酒、有肝硬化、肝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或者有食用
被黄曲霉素污染食物经历的需要每半年至少查一次甲
胎蛋白和肝脏影像学检查（肝脏B超、CT或MRI）。

如果不幸患上了肝癌，该怎么办？

“肝癌的治疗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治疗效果的个体
差异很大，同样的治疗方法，在不同的患者身上，效果不尽
相同。在挑选治疗方案时，建议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

车军勇表示，肝癌治疗原则上是能切除的先外科
手术切除。如果不能切除应用放化疗、介入、射频等多
种方法控制肝癌，带瘤生存，让肝癌和患者和平共处。
同时，通过中医辨证施治，活血化瘀、扶正解毒等可以
起到缓解不适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缩小肿瘤瘤体，
改善肿瘤的指标，增强抵抗力，延长生存期等功效。

肝癌的预后和瘤体的大小分期密切相关，而肝
癌进展迅速，因此“定期专科体检、早发现、早治疗”
就显得相当重要。

春季养肝正当时

春季万物开始复苏，阳气生发，而人体此时也像
季节变化一般，身体的代谢由弱转强，与春天相互呼
应，四季之中春天属木，五脏之中肝也是木性，春季
也是肝脏最活跃的季节。因此，春季养生以顺应阳
气自然生发舒畅的特点，以养肝为要务。

1、养肝性情放舒畅
春季肝旺，人们易性情急躁，而中医讲“肝主情

志”，肝异常会影响人的情绪，反之，心情的好坏也会
影响到肝。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是养肝的一个
好方法。遇到不痛快的事，肝气郁结难受时，要学会
疏导不良情绪，必要时可找心理医生求助。

2、睡眠休息须保障
如今有很多人由于经常熬夜，或长期在电脑前

工作，或睡眠质量不好，常常会有肝血亏虚的现象，
如缺钙、眩晕、便秘、容易抽筋、月经量少或色淡、眼
睛干涩等，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首先就要早睡觉。子时是肝经气血最兴盛之时，
如果过了23时人们还在忙于工作和学习，引起肝经气
血不足，就会导致肝脏不能进行有效的解毒和修复。

“累”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养肝最好的方式就
是每天保证足够的休息。肝开窍于目，目久视则伤血，
故平时需要注意眼睛的调养，不可过长时间的注视电
脑等，需要给眼睛休息一下，注视下绿色的树等植物。

3、养肝运动宜放缓
在体育锻炼上，应适当增加活动量，选择可舒缓

心情、条达气机、疏经活络，关节消除体内积滞的户
外体育运动。一些节奏较慢且运动量不大的户外活
动更适于春季，如慢跑、步行、做广播体操、放风筝
等。另外太极拳、八段锦等功法也是不错的选择。
锻炼结束时应立即擦干汗液，以防着凉。

4、养肝饮食要清淡
中医认为“肝主青色，青色如肝经”。青色的食

物可以起到养肝的作用，此时不妨要多吃时令果蔬，
多喝果汁。要戒酒烟及一切对肝有损害的食物和药
物，如腌、熏的食物，加防腐剂的罐装食品，被黄曲霉
素污染的食品等。

[链接]春季养肝歌:
春肝气旺而升发，养生护肝有四法；
合理饮食为首要，优质蛋白果蔬茶；
忌酸少腻冷刺激，辛甘温性浅淡佳；
肝病患者忌饮酒，以免肝脏负担大；
室外运动不可少，抗病免疫能力加；
早睡早起多锻炼，体质心理双升华；
调养精神很重要，心情愉悦肝调达；
心无烦恼形无劳，善养浩气风度雅；
防风御寒揉双胁，为此春养第四法；
每晚热水泡洗脚，睡前泡杯姜糖茶；
床上平卧身松静，双胁热手轻揉擦；
春季三月善养肝，阳气生发肝康佳。

孙茜

“肝癌的病人来了以后，
要不要做手术，要做手术，做
什么样的手术，每种手术有什
么样的优势，这些是医生当中
长期争论的问题，我们都用数
据说明了。”2021年1月，中国
工程院院士、江苏省人民医院
肝胆中心主任王学浩教授作
为通讯作者，在中华外科杂志
创刊70周年纪念刊发表了《原
发性肝癌 10966 例外科治疗
分析》，这篇文章系统回顾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从1986年创
建肝脏外科以来，历时33年经
手术治疗的 10966 例原发性
肝癌经验总结。江苏省人民
医院作为中国肝癌外科治疗
最大样本量单位，发布这样的
重磅分析报告，其结论对于全
国乃至于全球的肝癌外科治
疗均有借鉴作用，也有助于进
一步建立肝癌规范化治疗流
程，切实提高肝癌患者疗效。

早期肝癌是否一定要做
肝移植？学界中一直存在争
议，欧美国家认为早期肝癌做
肝移植治疗效果最好，但省人
医的这份报告在详尽的数据
分析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近
十年来肝癌患者经手术治疗
的长期生存率明显提高，这主

要得益于肝癌早期筛查体系
的建立、外科手术技术的进
步、肝癌综合治疗的发展；可
移植的肝癌患者行手术切除
后复发，再行补救性肝移植的
总体生存率与一期行肝移植
者相当，因此，在供肝匮乏的
地区，肝切除术仍是可移植肝
癌的首选治疗方法，若肝癌切
除后复发，可再行肝移植；手
术治疗在确保阴性切缘的前
提下，应保留尽量多的剩余肝
脏体积，为肝癌复发后行介入
治疗、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等
综合治疗提供足够的肝功能
储备。据了解，30余年来，省
人医肝胆中心肝癌的外科疗
效得到长足进步，肝癌外科治
疗 的 5 年 生 存 率 由 早 期
32.9%，提高至近十年的60%。

此外，该分析报告中展望
了肝癌治疗的前景，指出当前
肝癌治疗已迈入免疫治疗和
靶向治疗时代，外科治疗只是
肝癌治疗的一个重要环节，如
何更好地发挥手术治疗在肝
癌综合治疗中的作用，尚需要
在肝癌术前免疫新辅助和术
后辅助治疗等方面进一步探
索。

夏永祥

2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的
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
学雷锋标兵正式公布，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大战大考中以及救治重症患者方
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重症医学科光荣入选，这也是江苏
卫生健康系统中唯一荣膺第六批全国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的单位。

近日，记者走近这群“重症人”，听
他们讲述心目中的“雷锋精神”。

荣誉代表过去，未来还需继续
努力

在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记者一眼
就发现了熟悉的面孔——该科主任杨
毅教授。她春节前顺利完成驰援黑龙
江的任务回宁，近日才解除隔离，立刻
又回到工作岗位上。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杨毅
担任江苏省卫健委新冠医疗救治专家
组副组长、重症医学组组长，为江苏新
冠肺炎患者零死亡作出突出贡献，后又
作为国家卫健委救治专家组专家奔赴
黑龙江、吉林、新疆等救治重症患者，期
间展开重症新冠肺炎早期预警及个体
化治疗的探索性研究和系统性实践，主
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应急项目子课题
等。

杨毅时刻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
标准要求自己，勇当先锋，以仁心仁术，

诠释着她敬畏生命的医者风范。但她
同时强调，“工作很重要，生活也很重
要，热爱生活才能更好地去工作。”

“荣誉代表过去，未来还需要继续
努力。”杨毅主任表示，团队在这次新冠
疫情的防控中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也是
中大重症医学科30多年来坚持努力的
结果。“对于医生来说，不会跟当年雷锋
所做的事一样，但我们有着非常重的责
任。”

公益培训提升整体医疗水平，
获益的是患者

“全国各个地区重症医学发展不平
衡，给基层医生提供公益的规范化培
训，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更
可以通过模拟实践病例操作让他们把
学到的方法应用到临床上，这样可以提
高基层的重症医学同质化管理水平，最
终获益的是患者。”中大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刘玲告诉记者。

带着这样的想法，中大重症医学团
队开展了“重症呼吸 红色公益行”活动，
先后走进福建龙岩、甘肃兰州、江西井
冈山、江苏盐城、青海西宁、新疆乌鲁木
齐等地，举办重症专项技术培训班40多
期，受惠学员近3000人，极大提高了革
命老区、中西部地区的重症救治水平。
同时，构建重症医学科专科联盟，覆盖
全国各地的百余家医院，不仅在医疗科

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开展合
作，还每周通过远程信息系统开设重症
V讲堂，分享最新理念与技术，深受基层
医生欢迎。他们还建立“远程ICU”，与
国内部分医院实行同步在线运营，让医
疗不发达地区的重症患者接受和发达
地区同等水平的治疗。

每做一点点，都会对病人有帮
助

“看到病人那种特别强烈的求生欲
望和感恩的眼神，我们就会意识到，每
做一点点，都会对病人有帮助，也让我
们工作起来更有动力。”李晓青是中大
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去年，她也是
驰援湖北的抗疫“逆行者”中的一员。

在重症监护室，李晓青不时会遇到
病情很重但又经济困难的病人，“有时
候家属都想放弃了，但我们还是觉得不
能放弃，经常从邱院长到杨主任都会带
头捐款，想办法启动医院的慈善基金，
为病人争取更多的医疗资源。”因为重
症监护室管理需要，家属无法陪同，有
些病人生活上的需求，“我们能解决的，
就悄悄地解决了。”

“传帮带”是中大重症科的优良传
统，在学科带头人邱海波教授、杨毅教
授带领下，近年来该科在历次突发公共
卫生救援工作中均承担着重要任务。

“刚工作的小朋友们看到老师们一直都

这么默默地做，他们也就学着去做。”在
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年轻一代的“重
症人”不仅在业务上迅速成长起来，也
将雷锋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记者 徐嵋 通讯员 程守勤 王倩

一年之计在于春，健康也是如此。初春气候温
和，阳光明媚，是调整阴阳平衡的好时机。人体新
陈代谢旺盛，血液循环加快，呼吸消化功能加强，内
分泌激素尤其是生长激素分泌增多，正处于生长发
育期的孩子们这个时候是长个子的最佳时段，即便
是身材瘦小的孩子，配合中医推拿等外治方法也有
助茁壮成长。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研究也发现，儿童青少年的
生长速度在四季中是不一样的，春夏个子长得快，其
中春季长得最快，身高的生长速度是秋天2-2.5倍！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主任崔倪介绍说，
春季是孩子生长发育长个的黄金期，要做个“三好”
学生才能更好地长个！

1、吃得好
日常饮食中，保证牛奶、鱼虾、绿叶菜等含钙食

品的供应，以补充钙质，健壮骨骼。不要让孩子多
吃反季节的蔬菜、水果，更不要滥用一些补品。油
炸食物等容易导致性早熟，也不宜多吃。

2、睡得好
人在睡眠时会由脑垂体分泌一种生长激素，这些生

长激素起着促进骨骼、肌肉、结缔组织和内脏增长的作
用。生长激素不像人体的其他激素是在白天分泌，它主
要在晚上分泌。晚上9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是生长激素
分泌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白天的5至7倍；另外，早上6
时前后的一两个小时，生长激素也有一个分泌小高峰，所
以家长早上也不要过早地吵醒孩子。因此要想孩子长
得高，必须保证孩子的睡眠充足，不可以熬夜。

3、动得好
虽然孩子长个需要摄入含钙食品，但是，单纯

补钙人体很难吸收，只有在维生素D的帮助下，才
能促进身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而宝宝获取维生素
D最好的方法就是：晒太阳！适量户外运动对长高
有好处，比如跳跃运动，最好配合一些全身性运
动。过度跳跃容易影响脚的发育，对膝关节和踝关
节冲击较大，要穿有弹性的鞋子，保护关节。篮球、
跳绳等都是很好的全身性运动。 杨璞

近日，60岁的顾女士因肺部疾病来鼓楼医院江
北国际医院就诊，需要进一步住院治疗。可一问病
床，普胸科床位近来一直爆满。好在接诊的医生通
过医院“共享床位”管理系统，当天就为她“借”到了
其他科室的病床。

鼓楼医院江北国际医院坚定响应市委市政府
的号召，以“扎根江北、强化特色、创新引领、世界一
流”为目标。开业两年来医院迅速成长，随着国家
重点专科“组团”入驻，住院量、手术量不断攀升，部
分专科出现“一床难求”的困境。为了让“住不进”
的患者能及时住院，医院打破科室边界，开创了“共
享床位”管理模式，医生跟着病人跑，让鼓楼医院最
优质的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的百姓。

缓解“一床难求”困境
因各种原因各科室的床位使用会有差异，有些科

室正处于“一床难求”的状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科室
恰好稍有富余。亟待住院治疗的病人，常常因为没有
病床，不得不回家焦急等待，“共享床位”运行后这种
情况大大减少。医生为患者预约住院病床时，即便本
科室床位已满员，只要院内其他科室仍有空余床位，
患者就可以被安排入住其它科室的空床。这样一来，
很多原先“住不进”的患者，就能及时收治入院。

保证“专科医疗”安全
也许有人会担心，住到了其他科室，那谁来管啊？

医疗安全吗？不用担心，在调配床位过程中，充分考虑
到患者的安全，遵循“地理位置相近，专科相近，集中管
理，非急危重患者”的原则，虽然住在了共享床位上，但
患者诊疗仍归所属专科医生管理。以准备手术的肺癌
患者为例，“共享床位”为患者完善术前检查后再转回
患者所属专科进行手术等治疗。通过一系列的安全制
度保障患者安全，达到专科医疗品质。

护理品质“同质化”
虽然“共享床位”的患者一次住院会接受两个

护理团队的照顾，但一点都不用担心护理质量会有
差异。根据疾病手术种类的不同，该院制定并执行
统一的护理规范，两个护理团队会共同为患者的治
疗全程制定整体的照护方案，对于专科性特别强的
护理技术，由专科护士到床旁亲自操作。患者在

“共享床位”上能够获得同质化的护理品质。
据了解，南京鼓楼医院江北国际医院“共享床位”

运行以来共收治住院患者近百人，缓解了患者住院难
的问题，满足了老百姓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王娟

悲痛悲痛！！达叔走了……达叔走了……

省人医发布重磅报告
为肝癌治疗提供规范

王学浩院士团队手术中

养肝就是养命
记住这首春季“养肝歌”

争做“三好”少年，
莫负好春光

共享床位来了！
“一床难求”将成过去

中
大
医
院
﹃
重
症
人
﹄
的
﹃
雷
锋
精
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