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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病

特色专科

放疗是放射治疗的简称，被誉为
“隐形的手术刀”，是利用聚焦的、高
能量的放射线，集中杀灭肿瘤细胞，
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邻近的正常组
织和器官。

近日，松果体生殖细胞瘤患者小
陶到二院复查，发现其病灶完全退缩，
这标志着常州二院首例全脑室容积调
强放疗获得成功。这是常州二院第一
次采用最先进的容积调强放疗技术进
行全脑室放疗，也是医院开展放疗的
首例松果体瘤患者。

二院肿瘤中心罗居东博士介绍，
小陶松果体位于颅脑深部，手术难度
大，不仅很难完全切除，而且对神经功
能损害很大。考虑到小陶还很年轻，
中心团队广泛查阅文献、咨询国内外
权威专家，多次开展全科会诊，希望能
尽最大可能减少治疗副作用。最终，

中心决定为小陶选择最先进的容积调
强技术进行全脑室放疗加肿瘤局部推
量治疗。

罗居东说：“这种方法能在最精准
控制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正常
脑组织的照射，对长期生存患者后期
脑功能的恢复有极重要的意义。”

这样的病例非止一个。
75岁的黄老先生被诊断为脑膜瘤

及腔隙性脑梗塞，而不久前，他才做过
永久起搏器植入术，存在着严重内科
并发症，而且肿瘤位于脑内功能区，手
术难度极高。

最终中心决定采用国内外最先
进的容积调强治疗技术对黄老先生
行放射治疗，针对靶病灶进行精准杀
灭，最大程度保留患者正常神经功
能。近期，老先生复查结果显示其病
灶消失。

除了开展常规肿瘤放化疗，二院
肿瘤中心近年来还致力于良性疾病的
放射治疗，例如瘢痕疙瘩、血管瘤、脑
膜瘤、脾功能亢进、脑动静脉畸形、脊

索瘤等，努力使患者得到更专业、科学
的治疗，大大提高肿瘤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生存周期。

二宣

87岁的张阿婆上厕所时不慎跌
倒，一屁股坐到地上，腰痛得起不来，
被确诊为“腰椎压缩性骨折，骨质疏
松”，在七院骨科住院治疗。若保守
治疗，老人要卧床2、3个月，吃喝拉撒
全在床上，家中子女工作忙，没有时
间照顾老人，请人照顾也不方便，咋
办呢？

经过详细的检查，七院骨科对张
阿婆的病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反
复讨论，结合老人家庭的实际情况，
决定采取微创手术治疗方式。术后3
小时，老人在家人搀扶下试着站立行
走，除了腰部稍有不适外，其它一切
正常。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
加重，骨质疏松导致骨折的发生率也
逐年增多。传统保守治疗方法为给予
止痛镇静药物治疗、卧硬板床休息等，
症状明显缓解后出院。保守治疗虽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疼痛，但
需长时间卧床休息，长期卧床可导致
骨质疏松加重，使得脊柱功能废用性
退化，可加重骨折风险，且容易出现压
疮、下肢深静脉血栓、呼吸系统及泌尿
系统感染等并发症风险，降低患者生
活质量。

随着医学的发展，以微创手术
治疗骨质疏松性胸腰椎体骨折已
成新的发展趋势。其中，经皮椎体
成形术（PVP）和经皮球囊扩张椎体
后凸成形术（PKP）是最为主要的治
疗方法。

PKP只需要在局部麻醉下进行，
手术切口较小（约0.5cm），术后6-8小
时即可下床活动锻炼。一般适用于椎
体塌陷、破坏所致疼痛且椎体后壁比
较完整的患者，在椎体转移瘤、椎体血
管瘤、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骨折的
患者。术后患者可立即下地行走，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防止老年患者肺部
感染、褥疮等致命并发症的发生，是一

项老年康复医学值得推广的技术。
瞿云

何谓湿？

湿，中医里又叫“阴邪”，我们人
体五脏六腑里脾脏为至阴之脏，喜燥
恶湿。夏季，特别是梅雨季里，湿气
过重容易伤及脾脏，所以中医常会说

“脾湿”。一旦出现脾湿后，人就容易
出现困乏无力、皮肤暗淡无光，舌苔
白厚、刷牙时容易恶心、伴有口干发
苦，大便溏稀不成形等等症状，湿气
是万病之源，湿气对人体的伤害是缓
慢而隐蔽的，不会自愈，如果放任不
管，有可能导致关节疾病甚至心脑血
管疾病等。

雨已停，是时候给身体祛湿了，上
医治未病，莫等病痛找上门再寻“药
神”治病求活路。

如何祛湿？

市四院中医科博士吕新华介绍
说，可以通过饮食、运动等方法祛湿。
这个季节饮食宜清淡，不宜进食生冷、
油腻的食物，可以多吃一点利水祛湿
类食物如：黄豆、绿豆、冬瓜等。而茼

蒿、茭白、菜瓜等可以清热利湿，蚕豆、
赤豆、青鱼、鲫鱼等则可健脾利湿。吕
新华特别推荐，多食薏米莲子粥或者
生姜益气粥。

同时，吕新华还提醒市民，雨季刚
过，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间里，可以通
过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使体内的湿
毒以汗水发散出来。

如何治未病？

中医讲究“天人合一”“未病先
防”，7 月 17 日入伏后，是一年中阳
气最盛的时节，这个时候调理身体
有强身健体之功效。而对于一些原
本体质较弱、属于虚寒体质的市民，
在冬季或者天气微寒的时候，容易
出现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慢性咳
嗽、慢性支气管炎等，以及老寒腿、
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胃炎等冬病患
者，入伏后进行“冬病夏治”穴位敷
贴、中药内服、针灸推拿等治疗手
段，可以促使人体经络气血流通，治
疗一些宿疾。

史琪 李青

出梅先祛湿，入伏治冬病

精确治疗杀死肿瘤

“隐形的手术刀”出新招

一名八旬老人，不远千里从河南
潢川赶到常州四院接受手术治疗，只
因为其子女听说四院的肝胆外科很早
就开展微创保胆手术，而老太因为胆
管结石伴急性胆管炎、胆囊结石伴急
性胆囊炎在当地医院治疗后没有缓
解，其子女就开车将老太从河南潢川
送到了常州。

今年3月中旬，今年85岁的杨奶
奶突然感觉右上腹疼痛不适，还伴有
恶心，并且呕吐胃内容物一次，在家休
息两三天没有缓解，就到当地医院就
诊，检查发现杨奶奶的胆囊里藏有乾
坤——胆囊多发结石、肝外胆管多发
结石，而且由于胆汁排出受阻，杨奶奶
的肝内、肝外胆管已经扩张，亟需手术
治疗，然而当地医院建议杨奶奶到上
级医院治疗，不得已，杨奶奶就联系在
常州定居的小儿子。小儿子听说杨奶
奶胆囊里有结石，想起以前在报纸上
看到过有个女的因为胆囊结石在四院
接受了微创保胆手术，三四天就出院

的新闻，于是就让其子女开车回河南
接杨奶奶到常州治疗。

3月13日晚上19点到了常州，连
夜就住进了四院肝胆外科，经过相关
检查，杨奶奶的胆囊功能明显下降，已
经失去了保胆手术治疗的机会，于是
四院肝胆外科团队成员根据杨奶奶的
具体情况制定了更适合的手术方案，

同时请麻醉科会诊，使杨奶奶在精准
麻醉用药的情况下进行全麻手术。四
院肝胆外科团队严格执行微创的理
念，默契配合、竭尽全力地减少手术给
杨奶奶带来的损伤，最后在杨奶奶的
胆囊内、胆总管、肝内胆管取出数十枚
最大直径为0.5厘米的结石。

半月后，杨奶奶顺利出院休养，当

天，她就让自己的子女用最传统的方
式表达了谢意——一张用毛笔书写的
感谢信，并且装裱后送给了四院肝胆
外科的医生护士们。感谢信中说，团
队高超的技术、高尚的品质铸就了医
生高大的形象。是的，当代医生的形
象就应该是仁心仁术。四院肝胆外科
团队就是这样一支团队。 杜蘅

八旬老太千里求医
小小胆囊藏有乾坤

——记市四院肝胆外科团队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肝
胆外科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
的临床专科，在常州及周边地区享有
较高声誉，特别是肝胆管肿瘤综合规
范治疗，肝外伤等危重症的抢救等，
目前科室拥有床位25张，专家团队9
人，其中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3
名，主治医师 2 名,拥有博士 1 名，硕
士研究生4名。

全科以“严谨、求实、创新、奉献”
的肝胆外科精神积极开展新技术，每
年完成各类肝胆胰手术200多例，开
展肝癌各类手术（右半肝、左半肝、尾
状叶切除术等）、胆道肿瘤根治术、肝

内胆管结石、胆道狭窄胆道成形术、
门脉高压脾肿大联合断流术、后腹膜
肿瘤根治术等四级手术。在常州地
区较早掌握腹腔镜技术，熟练开展腹
腔镜胆囊切除术、腹腔镜肝囊肿开窗
引流术、腹腔镜肝肿瘤切除术、腹腔
镜疝修补术（TEP,IPOM)以及腹腔镜
联合胆道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等腹
腔镜手术。

2009 年率先在常州市开展了新
式微创保胆取石术。近年来，团队
不断完善肝胆胰恶性肿瘤的综合治
疗规范，为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开展介入、射频消融术、无水酒精注

射术、分子靶向治疗、放射性粒子植
入术等。

作为江苏省定点住院医师和全
科医师培养基地，注重抓好对基层
人才的培养及社区、基层医院的帮
扶工作，科研上已开展肝癌的临床
研究、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的综合
治疗、肝胆胰肿瘤影像学诊断与临
床研究、胆囊癌、高位胆管癌的外科
综合治疗等肝胆系统相关学科的研
究。近 5 年发表文章 20 余篇，其中
SCI 二篇，中文核心一篇，课题立项
市级指导课题一项，局级指导课题
两项。

罗居东 副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后、
博士，肿瘤中心秘书兼城中院区28病区副主
任，江苏省青年医学人才，常州市卫生拔尖
人才。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于金明教授，擅
长消化系统肿瘤、肺癌、乳腺癌、宫颈癌、头
颈部肿瘤等疾病的放化疗，专注于瘢痕疙
瘩、血管瘤、脑膜瘤等良性疾病的放射治
疗。主持国家自然基金2项，省级课题3项；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20余篇。

门诊时间：周一上午城中院区肿瘤科专
家门诊。

专家简介

熊亚林 常州七院十病区（骨科）主任，
骨科主任医师，江苏省医药教育委员会委
员，常州市医学会骨科学委员会委员，常州
市医学会骨松学委员会委员。在三甲医院
从事骨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23年，曾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进修
学习；熟练掌握骨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
和治疗，以及各项操作技能，善于处理骨科
的疑难和重大疾病，尤其在关节、脊柱疾病
的诊疗方面有一定研究。先后主持、参与地
市级科研课题2项，分别获得地市级科技进
步二、三等奖，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近
20篇，其中国家级4篇，省级10余篇。

门诊时间：每周一全天

让老年人受伤的脊梁快速挺直

本报讯 近日，女大学生晓文（化
名）遭遇了难题，她的手臂上有一颗直
径1厘米左右、上面还有几根毛发的黑
痣，原以为只要“点”一下就能去除，然
而常州一院的医生却告诉她，可能需
要手术切除，她陷入了纠结。

整形美容科主治医师周虹解释：
“其实晓文的情况很常见，一到暑期，
经常有人为去除黑痣而就医。然而，
很多人对黑痣一知半解，究竟哪些要
治，有讲究！”

其实，黑痣，黑代表黑色素细胞，
这是一种由黑色素细胞良性增生产生
的病变，它一般分为皮内痣、交界痣和
混合痣。其中，皮内痣位于真皮内，边
界清晰光滑，小于1厘米，有毛发生长，
不易恶变；交界痣在表皮与真皮交界
处，直径1-2厘米，表面平坦或稍高出
皮面，光滑无毛发，色素分布不均匀，
可恶变；混合痣是以上两种类型的混
合，可恶变。

黑痣中有一种恶性黑色素瘤，它
是指由黑色素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
多由普通黑痣受各种刺激后产生，好
发于手掌、足底、指甲下、阴囊、阴唇、
黏膜等处，属于高度恶性肿瘤。它致
死率高、进展速度快、治疗方法有限。

理论上，普通黑痣都有恶变倾向，
那么该如何识别恶性黑色素瘤？周虹
说，普通黑痣形态不一，大多没有不适
感，形状变化不大。但如果发生以下
变化时，提示有恶变倾向：迅速增大，
色素加深，发生疼痛、瘙痒、感染、溃
疡、出血，出现黑色晕环、卫星征，周围
淋巴结肿大。而恶性黑色素瘤的特征
更鲜明——不对称性，不规则的边界，
不均匀的颜色，直径大于6毫米。

所幸，经医生判断，晓文的黑痣是
皮内痣，一般不易恶变，可以不做处
理。但如考虑美观，也可以选择积极

治疗。
周虹表示，治疗方案因痣大小而

异。手术彻底切除是首选治疗方法，
尤其对于直径>3毫米的黑痣，切除
后运用美容缝合的方法，术后疤痕不
明显，远期效果常常比“点痣”遗留的
痕迹更小，且复发率低。直径小于3
毫米且非常浅表的黑痣可以选择非
手术治疗，包括激光、射频、化学烧灼
等方法，优点是操作方便，缺点是不
能保证彻底去除，如经常复发而接受
多次治疗，易加大恶变的可能。因
此，目前有观点认为对于祛痣者，不
论黑痣大小都推荐手术彻底切除，尽
量减少非手术治疗对黑色素细胞所
带来的刺激。

门诊上常接到年轻爸妈的咨询，
“孩子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身上有痣需
要处理吗？”周虹说，以下三种情况建
议积极治疗，一是特殊部位：手掌、足
底、会阴部、甲床、易摩擦部位、经常暴
晒的部位等，这些部位的黑痣恶变的
可能性大，如发现明显变化需早期切
除；二是一些部位的黑痣，随着年龄逐
渐增长而增大，即使无明显恶变倾向，
也应尽早切除。

有明显增大趋势：一些部位的黑
痣，虽没有恶变倾向，但随年龄逐渐增
大，如增大趋势明显，预计将来手术难
度大的，即使孩子年幼，也应考虑早期
全麻下切除；三是影响孩子交际及心
理健康：一些明显的黑痣不仅影响外
观，还常常被他人嘲笑，导致孩子自
卑、羞于交际，可考虑治疗。

周虹还提醒，预防性切除有恶变
倾向的黑痣是治疗的关键，不要轻信
广告中的祛痣方法，不当的化学产品
会诱发黑痣变化，切记务必选择正规
医院治疗。

（项守奎 沈芸）

你是有“痣”之士吗？

“痣多星”们要留心各种病变

我的宝宝最近动的特别多，是不
是宝宝缺氧了？我的宝宝好像基本不
怎么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胎儿的语言，是向母亲报平安的
一封特殊“家书”。

胎动，指的是胎儿在子宫腔里的活
动冲击到子宫壁的动作。怀孕满4个
月后，即从第5个月开始母体可明显感
到胎儿的活动，胎儿在子宫内伸手、踢
腿、冲击子宫壁，这就是胎动。正常胎
动是胎儿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而胎
动异常，则预示胎儿目前遇到了困难或
危险。所以，准妈妈要学会观察胎动。

怀孕多久有胎动？

如果是第一次怀孕，可能会在

18～20周左右时，第一次感觉到胎
动。刚开始的胎动若有若无，像是
蝴蝶在扇动翅膀、像是小鱼在水里
游，像是自己的肠蠕动……慢慢地，
就会感觉到宝宝的胎动变得越来越
有劲，也越来越有规律了。随着宝
宝的发育，你会感觉到宝宝胎动时
的拳打脚踢，胎动的幅度也会变得
越来越有力。

胎动多少次正常？

胎动一般每小时3～5次，12小时
内胎动约为30～40次。正常情况下，
一昼夜胎动强弱及次数有一定的变
化，一天之中以早晨次数少，下午6点
以后增多，晚上8～11点胎动最为活
跃。因为胎儿有自己的睡眠规律，称
之为胎儿生物钟。准妈妈们记得每天
问问自己，今天数胎动了吗？记得每

天早中晚各数一个小时胎动，连续动
的算一次！

最最重要的事情：宝宝发出
的求救信号，一定一定要读懂

当宝宝缺氧的
时候，会出现胎动
过少、胎动过频、胎
动突然加快、胎动
突然加剧、急促的
胎动后突然停止等
一种或多种情况，
均为胎儿危险的征
兆。若此时不采取
相应抢救措施，胎
儿 会 出 现 胎 动 消
失，乃至胎心消失，
心跳停止而死亡。
因此准妈妈们一旦

发现胎动异常，决不可掉以轻心，应
立即去产科求治，及时治疗，才可转
危为安。

市妇保院产科主治医师 王银瓶

胎动，是向母亲报平安的一封特殊“家书”

专家简介

近日，龙城艳阳高照，一扫前些日子的“湿漉漉”，聪明的主妇们
会选择把家里的不常用的物品拿出来晒一晒， 爱书的人也喜欢在
这个季节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晒晒。为什么要晒，老人们会告诉
你，把黄梅天回潮的东西晒一晒，赶赶湿气。其实，要赶湿气的又何
止是物品，我们人体也需要赶赶湿气补补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