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英蕾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乳腺科主任，

贵州省康复医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贵州省美

容整形协会乳房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事乳腺疾病诊疗及研究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乳腺

疾病临床诊断和治疗经验，擅长乳腺良、恶性肿瘤等方面

的诊断及治疗，能独立完成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乳腺癌保

乳根治术、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单纯乳房切除术、乳

腺象限切除术，以及乳腺良性肿瘤微创旋切术等手术。

曾获中国医师协会第六届“指尖上的艺术” 手术视

频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专家简介

患高血压糖尿病

怎么治疗乳腺癌

读者：我亲戚 60 岁，患有高血压和糖

尿病，前不久诊断出乳腺癌，最近几个月都

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但在治疗期间，她的

高血压和糖尿病都不好控制了， 请问这是

怎么回事？

专家邓英蕾：一般情况下，在正规医院

接受相应的乳腺癌治疗， 医生都会考虑患

者的一些基础性疾病， 如高血压、 糖尿病

等，很少会影响患者的基础性疾病的控制，

除非该患者正在接受化疗。 一方面是因为

化疗本身会对患者身体造成一定的副作

用，另一方面在控制这些副作用的同时，可

能会涉及使用一些激素类药物， 如此就可

能会出现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

当然， 也不排除该患者在轻信一些非

专业人士的建议后， 自行购买了一些激素

类药物来服用，进而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疾

病控制不好的情况。在此建议，该患者应尽

早到医院复诊， 医生会依据其实际情况综

合考虑，并调整相应的治疗方案。

受激素水平影响

男性或患乳腺癌

读者：为何男性也会患乳腺癌？

专家邓英蕾：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

男性与女性一样， 体内都存在雄性素和雌

性素等激素， 为此激素水平在影响女性的

同时也会影响男性乳腺癌的发展。

此外， 对于有乳腺癌家族史， 尤其是

BRCA1 和 BRCA2 突变携带者； 睾丸异

常，存在先天性腹股沟疝，睾丸炎症；克氏

综合征（一种先天性染色体异常），以及肝

硬化和不育等也是诱发男性出现乳腺癌的

高危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 酒精可以影响人体的

激素水平，所以对于酗酒成性的男性来说，

很可能因此加剧自身患上乳腺癌的风险。

钢圈文胸致乳癌

目前无相关证据

读者： 有人说如果女性长期穿有钢圈

的文胸更易患乳腺癌， 请问这种说法是真

的吗？

专家邓英蕾：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言，是

因为有人认为穿钢圈文胸会导致乳腺在受

到挤压后内部的淋巴回流受阻， 时间一长

就会诱发乳腺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能

说穿戴过于紧绷的文胸， 会影响乳腺的血

液循环， 但目前无相关证据说明它与乳腺

癌的发生有关。

同时， 对于腋下用止汗物品导致毒素

排不出诱发乳腺癌， 以及乳房丰满的女性

更易患乳腺癌的说法也都没有科学依据。

激素类药物

须谨慎使用

读者：我女儿存在月经不调的情况，为

此需要服用激素药物来控制， 请问这是否

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专家邓英蕾：存在月经不调的情况时，

是可以采用激素类药物来治疗的， 但需要

有专业的医生来把控药物剂量， 以及使用

时间的长短。针对此类女性患者，千万不要

认为月经不调只是小毛病， 为此就自行购

买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 如此可能出现用

药过量的情况， 长期会打乱自身体内的激

素水平，进而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

读者提问 专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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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专家值守本报“专家坐诊”时表示：

雌激素控不好 男性也可能患乳腺癌

10 月 16 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乌当医院乳腺科主任邓英蕾值守本

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时表示，雌

激素是乳腺癌发生、演进的重要刺激

因子，如果控制不好会诱发乳腺癌。

很多人都知道乳腺癌是女性最常

见的恶性肿瘤，但对如何远离该病却知

之甚少。对此，邓英蕾主任表示，有研究

表明，雌激素是乳腺癌发生、演进的重

要刺激因子，而孕激素、泌乳素等怀孕、

哺乳期特有激素则是具有保护性的激

素，所以母乳喂养可能通过延长有益激

素的保护作用时间，相应地缩短雌激素

的刺激作用时间，从而降低乳腺导管上

皮细胞发生恶变的风险。

同时， 这也是为何未婚女性、结

婚晚， 以及婚姻持续时间短的女性，

乳腺癌的发病率均偏高的原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肥胖是可以增加

雌性激素水平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长

期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缺乏运动

而导致体重常年超标的人群来说，患

乳腺癌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还要注意的是，乳腺癌并非女性

的“专利” ，男性同样会因为激素水

平等因素导致自己成为乳腺癌的

“猎物” ，只是相对于女性来说较低。

这是因为男性与女性一样，体内

都存在雄性素和雌性素等激素，为此

激素水平在影响女性的同时也会影

响男性乳腺癌的发展。

所以，要想远离乳腺癌，要有良

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如作息规律、

不要晚睡晚起、忌烟酒。当中，在饮食

方面尽量清淡、控制体重，避免摄入

雌激素含量高的食品或保健品。 此

外，要保持一个平和、健康的心态，如

此才能尽可能避免自身体内的激素

水平出现异常， 降低患乳腺癌的几

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判断乳腺癌

标准在活检

乳腺癌作为一种恶性肿瘤，

危害极大，在早期有什么办法可

以发现该病的端倪？ 自检的最

佳时期是生理周期开始 1周后，

一般是通过视诊， 即站在镜子

前，上臂置于两侧，仔细观察上

侧乳房，并从一侧转向另一侧来

观察乳房的外形。 随即，将手掌

置于臂部，用力压臂部使胸壁的

肌肉收缩、紧实乳腺。 而后，再

将双臂向上举过头顶，手掌合并

来使胸壁的肌肉收缩， 紧实乳

腺， 期间从一侧转向另一侧检

查。

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乳房的

单一肿块来说，随着病情发展，

乳腺癌更容易表现出如一侧较

另一侧乳房大小或者形态发生

改变；自发性的乳头溢液；乳腺

有广泛的肿胀；最近发生的乳头

挛缩、不能复原；乳头增厚或刺

激，可能伴有发痒、烧灼感或鳞

屑性皮疹（乳头佩吉特病）；一

侧乳房表面出现的酒窝征，增厚

或皱褶；乳房表面出现橘皮征；

腋下肿大的淋巴结，或者较少出

现的锁骨上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在此，邓英蕾主任也特别提

醒，乳腺癌最常见的临床症状是

可以触及肿块或者局部增厚的

组织。 但即便如此，别说是没有

医疗知识的普通人，就算对于有

经验的医生，也很难仅通过触诊

准确无误鉴别出这些乳房肿块

是良性还是恶性。 同时，乳房肿

块的痛与不痛，硬与不硬也不是

认定乳腺癌的标准。

邓英蕾主任表示，乳房出现

莫名肿块，说明它出现了异常，

是一个健康信号，应该引起患者

的足够重视，应及时到医院接受

影像学的评估，并进行标的物活

检鉴定，以此尽早判断是否存在

乳腺癌。

患上乳腺癌

并非就得切

对于普通患者来说，由于缺

乏相应的医学认识，认为一旦患

上乳腺癌都意味着必须马上手

术。 对此，邓英蕾主任解释，虽

然所有疾病的治疗都坚持的是

“早发现早治疗” 原则，且所有

乳腺癌都需要手术治疗，但不同

患者的病情是有所差异的，手术

时机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针对于早期及病灶范围不

是很宽的乳腺肿瘤，可以考虑直

接手术治疗。 但如果肿瘤病灶

较大、伴有腋窝肿瘤转移，以及

对于一些年龄较大且身体情况

不好的患者，则可以考虑在手术

前先进行化疗或者进行内分泌

治疗，稳定病情发展后再进行手

术治疗。

既然手术治疗是处理乳腺

癌的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

那是不是意味着术后就一定要

面临丢失乳房的困境了呢？ 事

实并非如此， 邓英蕾主任解释

说，目前乳腺癌的手术方式大致

分为仅切除肿瘤和切除所有乳

房组织两种，前者就属于保乳治

疗，后者则需切掉乳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乳腺癌患者对于自己术后乳房

的外形要求也越来越高。 所以，

现如今在治疗乳腺癌方面，越来

越提倡个性化治疗，即能否保乳

需要结合患者自身的情况而定。

对于乳腺癌病灶肿块的范围不

大，或者经过一定的化疗或者内

分泌治疗，乳腺癌病灶肿块出现

明显缩小并得到有效控制的患

者，是完全可以通过仅切除肿瘤

的方式来进行保乳治疗的。

乳腺增生乳腺癌

并没有必然联系

一些人认为乳腺增生就

是乳腺癌的先兆，这样的观点

是极为错误的，同时还会给自

身带来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邓英蕾主任表示， 首先，

乳腺增生不是病，从组织学上

看，乳腺增生就是乳腺组织增

生及退行性变，与内分泌功能

紊乱密切相关，它既不是肿瘤,

也不属于炎症。 该病好发于绝

大部分妇女， 青少年和绝经后

妇女也有发生。

据统计， 当今大城市职业

妇女中 50%至 70%都有不同程

度的乳腺增生， 但该病的危害

并不在于疾病本身， 而是给患

者带来的心理压力， 使人担心

会不会患了乳腺癌或以后会变

成癌。

从临床上来看， 从乳腺增

生到乳腺癌之间， 有着漫长的

过程，要经历轻度增生、中度增

生、重度增生、轻度非典型性增

生、 中重度非典型性增生等环

节，绝大多数女性的乳腺增生还

没有发展到非典型性增生的阶

段就停止发展了。 因此，乳腺增

生与乳腺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

联系，只有经病理证实有乳腺非

典型性增生时才会增加患乳腺

癌的风险。

所以，对于存在乳腺增生的

患者来说，千万不要过于忧虑、

紧张， 只需保持一个良好的心

态，定期随诊观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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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蕾正在接听患者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