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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答
肺部结节并非
全是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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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二附院肿瘤科专家值守本报健康热线时表示：
专家简介

治肺癌，中西医结合有讲究
同时提醒公众：预防肿瘤，健康生活很重要
1 月 12 日 14 时至 15 时， 贵州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副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田杰值守本
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时说，放化
疗是目前应对肺癌的主要治疗方法
之一，但也会产生一定的毒副作用，
若能配合中医药治疗， 可大大改善
肺癌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和依从
性， 进而提高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
效果和远期生存率。
田杰说，由于化疗缺乏特异靶向
性， 在清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对正常细胞和组织造成误
伤，进而引发厌食、恶心、呕吐等消

化道反应及疲乏、倦怠等全身症状，
甚至出现免疫功能下降等一系列不
良反应， 不少耐受力较差的患者往
往会因此中断治疗。
那是不是面对放化疗的毒副作
用就只能束手待毙呢？ 其实不然，对
此田杰表示， 癌症患者在进行规范
西医治疗的同时融入中医药治疗，
是可以大大降低放化疗毒副作用
的。
例如，通过内服中药，可改善因
化疗所导致的恶心、 呕吐、 食欲不
振、 疲乏无力、 睡眠障碍等不良反
应。 同时，对一些化疗药物、靶向药

物引起的皮肤症状，还可借助内服中
药、中药泡脚、手以及局部外敷的外
用中药方式来改善。 此外，穴位贴敷
和针灸治疗也可以大大改善放化疗
所带来的毒副反应。
总之，中医药作为一种辅助的治
疗手段，能改善肺癌患者在放化疗期
间的全身状况，从而增加患者对放化
疗的耐受性， 并对下一疗程的治疗
做好支持和保障， 最终确保患者
顺利完成整个治疗过程。 这也是
为何目前中医药治疗已越来越
多地被运用到各种恶性肿瘤治
疗的原因所在。

早期肺癌筛查 借助低剂量螺旋 CT
田杰说，应对肺癌与其他恶性肿
瘤一样，都应注重一个“早” 字：“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也是目前提
高肺癌疗效最重要的手段。可早期肺
癌一般没有任何症状，患者也不会有
任何感觉，常规体格检查一般也不会
有明显异常，这就是为什么肺癌一旦
被发现很多都已经出现转移的原因。
那有什么办法能尽早发现是否
存在肺癌呢？ 对此田杰表示，要想尽
早发现肺癌，只有通过定期体检。 特
别是对于 45 岁以上人群来说， 如果
合并有吸烟史、肺癌家族史、石棉及

辐射职业接触史、生活环境空气污染
严重、 长期在密闭环境工作的人群，
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与常规体检不同的是，肺癌的早
期筛查需要借助低剂量螺旋 CT 进
行，该检测方法相比传统的 X 线胸片
来说更具有筛查和诊断参考价值。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如
下症状，也需要引起重视。如咳嗽，大
部分患者以咳嗽为始发症状，部分患
者为刺激性的呛咳；咯血，多数是间
断出现痰中带血、咯血痰、咯血，清晨
第一口痰多见；胸痛，发生胸痛多为

肺癌的中晚期症状，但若肿瘤位于胸
膜附近，则可较早出现胸痛，表现为
不规则的隐痛或钝痛；发热，多数为
低热，治疗后或有好转，但经常反复；
其他症状有反复发作的 “肺部 炎
症” 、不明原因的关节、肌肉顽固性
疼痛等。
值得一提的是， 一旦确诊为肺
癌，只要有手术机会，应尽快进行手
术切除， 因为对于早期肺癌来说，及
时切除并结合科学的治疗，5 年生存
率可达 70%以上。

田杰 贵州中医 药 大 学
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中
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肿瘤学
博士； 贵州省千层次创新型
人才，贵州省第一批“
黔医人
才计划” 学员。
目前兼任中华中医药学
会肿瘤分会委员、 血液分会
委员， 贵州省中医药学会理
事、 贵州省中医药学会肿瘤
分会常委， 贵州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血液病分会常
委、 肿瘤分 会 委
员。 贵州省中
医药专家库
成员， 省医
疗事故鉴定
专家库成
员。 先后主
持科研项目
6 项，发表学术
论文近 20 篇，副
主编专著 2 部。
主要致力于恶性肿瘤、
中医杂病的防治， 尤其擅长
恶性肿瘤术后、放化疗期间、
靶向治疗后各种不良反应的
中西医结合治疗， 致力于运
用中医药治疗技术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
门诊地点：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肿瘤科门诊
坐诊时间：
每周四上午 8:00 至 12:00

问：我外婆前不久体检被查出
有肺部结节，网上说肺部出现结节
基本就是肺癌， 请问真的是这样
吗？
专家田杰：现如今，不少人在
体检中都发现肺部结节，但并不代
表都是肺癌，只是建议半年复查一
次，并监测结节的边缘、大小以及
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是否存
在明显变化。
如果没有明显变化，只要定期
观察即可。 若结节逐渐增大、边缘
不规整或者有毛刺，就要引起足够
重视，并尽早到专科接受相应的诊
治。

化疗后的灼热感
可借助中医调理
问：我外公前不久被诊断为肺
癌，手术切除后一直在接受放化疗
治疗。 虽然暂时病情平稳，但每次
放疗后周身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灼
热感，严重时晚上无法入眠，请问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专家田杰：如果在接受放化疗
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症状，
那很可能是由于放化疗引起的副
作用所致。
建议可到正规医院接受一些
中医调理。科学合理的调理不仅能
减轻因放化疗引起的周身灼热感，
同时还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此外，对于因放化疗导致的睡
眠质量不佳，通过一些中西医结合
的药物调理也能得到有效改善。

术后病情稳定
暂不用放化疗
问：我是一名肺腺癌ⅠA 期的
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还没有进
行放化疗治疗。请问我平时该注意
些什么？
专家田杰：肺腺癌ⅠA 期属于
早期肺癌， 只要手术做得及时，术
后恢复是很好的，暂不需要进行放
化疗治疗， 期间只需坚持复查即
可。 如果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可以
尝试使用中药调理，但不主张长期
服用， 服药期间注意监测肝肾功
能。
生活中一定要做到不吸烟，同
时避免吸二手烟。 此外，在日常烹
饪期间，要注意厨房通风，少接触
油烟。 在饮食方面，建议适当多吃
新鲜蔬菜和水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烟民莫侥幸 吸烟必然增加肺癌风险
吸烟势必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
这本是毋庸置疑的话题。可偏偏一些
烟民为了寻求心理安慰，总认为吸烟
与肺癌关系不大，原因就是生活中不
少有吸烟习惯的高龄人群，最终都不
是因为肺癌离世的。
对此田杰解释说，这是由于不同
个体对烟草中的致癌物敏感性不同
所致， 即个体肺癌的易感性有差异。
简单来说就是一些对烟草中的致癌
物敏感性强的人，罹患肺癌的几率就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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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二手烟同样会对
人体的肺部造成损害，如果长期处于
二手烟的环境中，仍然会增加患肺癌
的几率。 道理很简单，即使吸烟不入
肺，人体也是要呼吸的，二手烟会随
同空气通过人体的鼻腔进入体内，此
时烟雾中的有害物质就会残留在口
腔、鼻、咽、喉等位置。 同时这些有害
物质会随着唾液、 食物进入胃肠道，
此时还会增加胃癌等恶性肿瘤的发
病风险。

此外， 对于厨房油烟也应注意。
有实验表明， 油在加热到 270℃至
280℃时产生的油雾可导致细胞的染
色体受损，并且短时间封闭的厨房环
境会使得有害物质大量增加，其损害
程度比吸烟高很多，这可能是女性在
不吸烟的情况下肺癌发病率高于男
性的一个原因。
为此建议此类人群，在炒菜时应
确保厨房通风良好，做到油烟机早开
一会儿，晚关一会儿，且做完饭要及
时洗脸、洗手。

远离肺癌 应尽量隔绝一、二、三手烟
虽然肺癌危害很大， 但并非一
蹴而就，其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所以
要想远离肺癌， 必须从日常生活入
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田杰说，首先，要做到拒绝一、
二、三手烟。 吸烟与肺癌发病的相关
性是很明确的， 因此不吸烟或者戒
烟、 减少二手烟的吸入是必须的措
施。 近年还发现，三手烟也会对人体
健康。 所谓“三手烟” ，指无论在何
处吸烟， 烟雾中的有害颗粒物会吸
附在头发、皮肤、衣服、地毯、沙发和

汽车座套上， 这些有毒成分包括氢
氰酸、丁烷、甲醛、砷、铅、一氧化碳
等致癌化合物。
其次， 要学会开窗吹走 “
无形
烟” 。装修材料中含有多种有害化合
物， 而室内装修材料中有一种叫氡
的天然放射性气体，无色无味，可谓
“无形烟” ，是仅次于吸烟的肺癌第
二大诱因。 为此，装修要使用环保材
料，而且不要刚装修好就住进去。
同时，要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适量饮用红葡萄酒。 研究人员对饮

用不同种类的酒与患肺癌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证明，适量饮用
红葡萄酒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患肺
癌的几率。 这主要是由于红葡萄酒
中含有单宁酸和白藜芦醇， 单宁酸
是一种抗氧化剂， 而白藜芦醇则可
以抑制癌细胞的形成和增殖。
在饮食方面， 应增加食物中蔬
菜、水果的摄入量，如适当增加富含
胡萝卜素、 维生素 C、 维生素 E、叶
酸、微量元素硒等食品，可以降低肺
癌的发病率。

下期预告

下周二 专家解析不孕症
伴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
越来越多的夫妇都想要二孩，
与此同时， 出现备孕难的夫妻
也越来越多。 据调查显示，20
年前我国育龄人群中不孕率仅
为 3%。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目前我国育龄人群中不孕率已
攀升到 7 至 10%。 同时，由于
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 对不孕
产生的一些误解以及其他多因
素的影响下， 很多患者对不孕
症缺乏规范的诊治。
针对如何科学应对不孕症
的话题，1 月 19 日 14 时至 15
时，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凌晨，将值
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凌晨说，谈及生孩子，不少
人总会情不自禁地把目光移至

女性身上， 其实不孕症并非全
是女性的原因。 同时，还有一些
多年无法自然生育的女性总喜
欢把不孕的原因归因为输卵管
不畅， 其实引起不孕症系多因
素导致， 输卵管堵塞只是其中
之一。
还有一些患者由于缺乏专
业医学知识， 找寻一些小诊所
或不具备资质的医院去诊治不
孕不育， 最终导致病情愈发严
重。
那哪些人群容易出现不
孕？ 导致不孕症的病因有哪些？
如果不孕该怎么办？ 以及目前
应对不孕症都有哪些科学有效
的方法？ 针对此类问题，1 月 19
日下午 14 时至 15 时， 读者可
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