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我奶奶患有糖尿病，前不久到

医院做 CT检查期间，发现其肺部存在

阴影，双侧胸腔存在少量积液，且在此

期间有过发烧的情况， 同时她的血沉

也有些偏高。 请问她肺上的阴影是不

是肺癌？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哪些

方面？

专家罗猛：从您所述的病症表现来

看，不排除存在肺部感染而引发的相应

病症表现的可能。即便 CT照片显示有

阴影，也不能就此判断存在肺癌。因为

辨别肺癌需要多方数据认证，CT 仅

仅是最初步的判断依据，除此以外，还

要做肿瘤标记物的检查等等。

为此建议，应先做两个星期的抗炎

治疗，随后再休养两个星期后复查。 考

虑到该患者有糖尿病，一定要注意低糖

饮食，同时，还要定时监测血糖变化，避

免其他并发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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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阴影

并非都是肺癌

1

贵州省人民医院胸外科专家值守本报“健康热线”时表示———

长期接触高温油烟 当心肺癌找上门

本报讯 7月 10 日 14 时至

15时，贵州省人民医院胸外科行

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胸心外科

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罗猛，值守本报“专家坐诊”健康

热线，针对如何防治肺癌的话题，

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肺部有阴影就一定是肺癌

吗？ ” 、“咳嗽一定就是肺病引起

的吗？ ” 、“通过咳嗽可以辨别是

否患有肺病吗？ ” ……现场热线

刚一开通，便陆续接到不少读者

来电咨询有关防治肺癌方面的

问题，对此专家罗猛均逐一进行

了解答。

罗猛副主任说， 据癌症中心

数据显示，我国肺癌的发病率、死

亡率均已位列肿瘤首位， 成为人

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

瘤之一。 而肺又是人体的呼吸器

官， 所有从外界进入体内的气体

都会经过肺部，为此，可以说肺癌

是一个与“气” 相关的疾病，如

PM2.5超标、雾霾天气，以及众人

熟知的吸烟等与气相关的因素，

均是诱发肺癌的高危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生活中

所常见的厨房油烟也与肺癌息

息相关。 对此罗猛副主任表示，

曾有一项长达 5 年的肺癌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如果长期接触厨

房高温油烟，会使接触者患肺癌

的风险增加 2 至 3 倍。 原因在

于，在厨房做饭时，高温油烟产

生有毒烟雾，不仅会使局部环境

恶化，同时有毒烟雾，还会刺激

接触者的眼和咽喉，损伤其呼吸

系统细胞组织， 如果不加以保

护， 长此以往就很容易诱发肺

癌。

所以，针对此类人群，在平

时做饭烧菜时，一定要注意选择

油质稳定、烟点高的油，尽量减

少产生的油烟。 同时，抽油烟机

要早开晚关， 保证厨房通风，并

尽量使用污染较小的热源，如天

然气、电磁炉、电饭煲、电烤炉等

新一代厨房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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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猛： 贵州省人民医院胸外科行

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胸心外科学博

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中国西

南胸外科肺癌联盟委员， 中华医学会

胸心血管外科贵州分会委员，《中国

肺癌杂志》青年编委，《中国胸心血管

外科临床杂志》青年编委，贵州省千

人计划人才，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交感

神经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学国际

交流促进会胸外科分会青年委员。

擅长肺癌、食管癌、自发性气胸、

纵膈肿瘤、 贲门失弛缓症等各种胸部

疾病的胸腔镜微创手术； 擅长颈胸交

界部肿瘤和胸腔内巨大肿瘤切除术，

胸腔镜辅助巨大慢性包膜钙化性脓胸

清除等高风险的复杂手术治疗。

率先在我省开展胸腔镜肋骨肿瘤

切除术、 剑突下单孔胸腔镜纵隔肿瘤

切除术， 剑突下单孔胸腔镜肺叶切除

术等新技术，积累了丰富的手术经验。

获得院新技术三等奖 12项（项目主持

人）， 现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三项，

参加省、市级科研项目 5项目。 发表论

文 20余篇。 已招收硕士研究生 4名。

坐诊时间：

每周三上午

2

咳嗽不一定是肺病

问：都说咳嗽是由于呼吸系统出

现问题引起的，那通过咳嗽是否可以

辨别患有肺病？

专家罗猛：通常情况下，由肺病引

起的咳嗽，会在咳嗽期间引起胸腔震

动，且力量较大，甚至会因此而牵拉胸

壁、腹肌而出现疼痛感。 而如果只是

咽喉部的不适而引发的咳嗽，其强度

则相对要弱得多。

如果遭遇咳嗽几天不愈，则还是

建议尽早到医院进行系统检查。首先，

要查看咳嗽是否因咽喉部所致，随后

再拍一个胸片，看是支气管炎，还是肺

上存在肿块。 只有明确诊断，最终才

能对症治疗。

3

甲醛可诱发肺癌

问： 都说新装的房子不能直接入

住，需要通风一段时间，让当中的甲醛

散去才能尽可能减少患白血病的可

能。那甲醛作为一种有毒物质，它与肺

癌又有什么关系呢？

专家罗猛：长期吸入甲醛，也会增

加患肺癌的可能。人体在吸入甲醛后，

经过人体代谢会生成相应的致癌物

质， 而肺则是与甲醛接触最为直接的

器官之一，可想而知，如果长期接触甲

醛，势必会加大患肺癌的几率。

当然，除了甲醛外，如汽油、香蕉

水、酒精等化工类原料，长期接触也会

增加肺癌的发生几率。

4

问：我是一名肺癌患者，已接受

放疗治疗共 35 次。 目前病情暂时平

稳，但放疗后，周身却伴有灼热感，严

重时晚上无法入眠， 已持续 1 个多

月。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专家罗猛： 如果在接受放疗之

前， 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病症，那

很可能是由于放疗引起的副作用所

致，即放疗期间，被射线杀死的组织，

会产生一些细胞因子在体内，进而出

现低热表现。

在此建议，您可以找正规医院接

受一些中医调理。 还可在医生的指导

下，适当服用一些具有镇静功效的药

物，如安眠药等。 以防因睡眠不好，而

引起机体免疫功能紊乱，进而诱发出

更多的疾病。

放疗灼热感

找中医调理

由于诱发肺癌的原因较多，

为此要想远离肺癌，也需要多方

防治。 对此罗猛副主任表示，首

先就是要做到忌烟，而在日常的

烹饪过程中， 尽量减少油炸、煎

炒的过程， 如实在无法避免，也

应注意保持厨房通风，减少有害

油烟的污染。

其次，由于慢性支气管炎患

者的肺癌发病率要高于无慢性

支气管炎者，所以积极防治慢性

支气管炎，对预防肺癌有一定的

意义，同时还要防治肺结核等肺

部疾病。

此外，要养成正确的饮食习

惯。 罗猛副主任说，肺癌流行病

学调查研究显示， 常在路边吃

煎、炸食物的人，患肺癌的危险

性是常人的 3倍。 这是因为少数

路边摊可能用劣质油，经反复高

温加热的油冒出的烟中，有害气

体浓度很高。

同时，肺癌的饮食预防宗旨

曾提出，可利用食物的营养成分

来干预癌前病变，预防肺癌发生

和分化。 所以，在饮食方面，建议

宜多选择高蛋白、营养全面、高维

生素、低脂低盐的，少吃如葱、蒜、

姜、花椒等辛辣刺激性食物，以及

少吃油煎、烧烤等热性食物。

当然，还要重视并坚持每年

体检，并做到生活规律，注意劳

逸结合。

A�吸“憨包烟” 不会伤肺？

罗猛副主任说，早已有研究

表明，吸烟在肺癌的发生中占有

重要地位，80%至 90%的肺癌与

烟草暴露有关， 所以可以肯定，

长期吸烟的确会大大增加患肺

癌的几率。

那为何一些“烟民” 到了 90

岁高龄去世却不是因为肺癌呢？

对此罗猛副主任解释说，这是由

于不同个体对烟草中的致癌物敏

感性不同所致，即个体肺癌的遗

传易感性有所差异。简单来说，就

是一些对烟草中的致癌物敏感性

强的人，一旦长期吸烟，最终的结

果就是“激活” 肺癌；反之，则表

现不明显，但不排除因长期吸烟

而诱发其他疾病的可能。所以，从

健康角度考虑，还是建议不要抱

着侥幸心理去吸烟。

有的人还认为，吸烟只要不

将烟气吸入肺部， 仅从口腔吸

入，又从口腔直接喷出，即俗称

的吸“憨包烟” ，或只让烟气经

过喉咙后， 立即从鼻腔喷出，这

样的方式是不会损害肺部的。 殊

不知，这种认识是相当错误的。

对此罗猛副主任解释说，烟

气即便不经过肺部而直接从口

呼出，其散布在空气中，变成二

手烟再被人体吸入肺中，其造成

的伤害甚至比直接吸烟更加大。

此外， 烟气中有几十种致癌物

质，即使不吸入肺部，也会刺激

口腔黏膜、咽喉、鼻黏膜等，而长

久的刺激则会引发口鼻干、口鼻

溃疡、咽喉炎，同时也能诱发口

腔、鼻腔、咽喉的癌症。 可见，吸

“憨包烟” 伤的可不仅仅是一个

肺，而是整个身体。

罗猛副主任说，早期肺癌大

多数临床表现并不明显，所以往

往容易被人忽视。 一旦出现如咳

嗽、血痰、胸闷、胸痛、气促、发

热、体重减轻等由肿瘤所引起的

局部或全身症状时，病情往往已

发展到中晚期，至此便失去了手

术治疗的机会，这也是导致肺癌

5 年生存率总是徘徊在 30%左右

的主要原因。

为此建议，对于吸烟指数≥

400 （吸烟指数 = 每天吸烟支

数× 吸烟年数）， 有肺癌家族

史，长期接触石绵、氡、砷、电离

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

合物等物品的肺癌高危人群，则

应每半年做一次肺部低剂量螺

旋 CT 检查，如此有助于发现早

期肺癌。 如果筛查时，发现肺里

有小结节，就要根据肺部结节的

大小来决定随访的间隔，一般复

查 1 至 2 次就能决定疾病性质，

以及是否要做手术。

同时，值得庆幸的是，早期

肺癌是有治愈的可能的。 而中晚

期的肺癌，因容易发生复发和远

处转移，预后较差。

所以， 应对肺癌的诊治，贵

在“三早” ---- 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目前最佳的肺癌筛查方

法是肺部高分辨 CT检查。 早期

肺癌，通过手术可以获得根治性

效果。

B�肺癌疗效 贵在“三早”

C�多方防治 远离肺癌

专家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