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X号病床

责任编辑/王铖杰┃版式设计/张琳

B05

2016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

早期胃癌内镜下切除
省中医院院长吕宾两个月做了24例

早期胃癌系统正规治疗 5 年生存率可达 90%
到了进展期，手术后 5 年生存率不到 30%
40岁以上抽几毫升血就可以知道胃癌风险高不高
记者 葛丹娣

通讯员 于伟

周二上午，浙江省中医院院长、浙江省医学会消化病分会主任委员吕宾教授为一位早期胃癌患者做了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简称 ESD）。这两个月，他先后做了 24 台这样的手
术，最年轻的 44 岁，最大的已经 73 岁。吕院长说，像今年这样集中地做这个手术，
是他以前没有过的。
“早期胃癌经过系统正规的治疗，可以帮助他们保住胃，像正常人一样继续生活，5 年生存率可以达到 90%以上，可以说，属于临床治愈。胃癌到了进展期，那就不好说了，5 年
生存率不到 30%。”吕宾院长说，相对于传统外科开腹手术，ESD 具有创伤小、安全性高、术后并发症少、经济等特点，它适用于消化道癌前病变、早期胃癌、早期食管癌以及较大范
围的胃内隆起病变的治疗，要用这一技术治疗，
早期发现十分重要。

幸亏年年做胃镜
73 岁老人查出早期胃癌

吕宾院长对两个月接受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的 24 位患者，做
了统计分析，发现他们有一些特点：40 岁以上，男性居多，有胃
病史的居多。具体数据如下：
24 位患者中，男性占 66.7%，16 例，女性仅 8 例；50 岁以上患
者 占 70.1% ，其 中 ，50 岁 -60 岁 的 10 例 ，60 岁 以 上 的 9 例 ，40
岁-50 岁患者共 5 例，最小的 44 岁；有不同程度胃病史，包括胃
痛、胃胀、胃息肉等，
占 66.7%，16 例；
体检发现的有 4 例。
年纪最大是一位 73 岁大伯，患胃病三十多年，他已习惯胃
痛、胃胀等症状。但这么多年来，他年年不忘做胃镜，因为他知
道与其他人相比，患胃癌的风险更高，定期做胃镜有助于早发
现。一个多月前，他做胃镜时发现胃部有个隆起，且伴有糜烂，
疑似不良信号。尽管当时并没胃部不适，他还是很重视，找到了
吕院长。
经进一步检查，大伯被诊断为早期胃癌，肿块直径约 1 厘
米，浸润较浅，没有淋巴转移的情况。于是，吕院长给他做了内
镜下黏膜剥离术。说起这次患病的经历，一家人都说，多亏了老
人坚持每年做胃镜，要是等到出现症状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
了，再说，老人身体底子不好，有高血压、老慢支，要是做传统的
开腹手术，也可能吃不消。
“目前胃镜仍是诊断胃癌的金标准，高危人群定期做胃镜非
常必要。”吕院长说，现在市民健康意识增强，位于省中医院门诊
四楼的内镜室也变得格外忙碌，护士忙得午饭轮流吃。每周二
上午，是吕院长做胃镜的时间，这也是他一星期里最忙碌的，常
常从早上七点多一直做到下午两三点。目前省中医院每个月要
做一两千台胃镜，
与两年前相比增加了 20%。

40-45 岁为胃癌筛查的起始临界年龄
六类人应积极筛查

我国是胃癌高发的国家，发病率为 34/10 万，胃癌患者约占
全球的 47%。浙江属于胃癌的高发地区，据最新发布的浙江省
肿瘤排行榜，胃癌在男性各类肿瘤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肺癌；女
性肿瘤排行榜位居第四。
吕院长说，胃癌只要早期发现，可在内镜下通过黏膜剥离术
获得根治性治疗，5 年生存率超过 90％，这是医学界的共识，如
何早期发现？从流行病学来看，40 岁以下人群胃癌的发病率相
对较低，多数国家将 40 岁-45 岁设定为胃癌筛查的起始临界年
龄，
以下六类人是重点筛查对象：
1.40 岁以上，男女不限；
2.生活在胃癌的高发地区；
3.有消化系统肿瘤家族史，
尤其是胃癌家族史；
4.口味重，喜欢吃腌制食品；
5.有不同程度的肠化、胃溃疡、胃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等
胃部疾病；
6.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
“上述六类人属于胃癌的重点筛查对象，让他们立马做胃
镜，很多人可能难以接受。目前，临床上已有通过抽取几毫升静
脉血来筛查胃癌风险方式，即通过检测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原
酶的情况，进一步判断是否需用做胃镜。”吕院长说，这项检查是
无创的，价格也很便宜，只要百来块钱。40 岁以上者，若有合并
上述中的一点，可以去查一查。检测结果分四种情况：
A.幽门螺旋杆菌、
胃蛋白原酶均呈阴性，可暂时不做胃镜。
B.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胃蛋白原酶阴性，有患胃癌的风险，
建议进行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可以考虑做胃镜。对于抗幽门
螺旋杆菌治疗，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彻底抗菌后，患胃癌的风
险会大大降低，且再次感染的几率仅为 2%。
C.幽门螺旋杆菌、胃蛋白原酶均呈阳性，属于胃癌的高风险
人群，建议及时咨询专科医生，
并做胃镜。
D.幽门螺旋杆菌阴性、胃蛋白原酶均阳性，同样也是胃癌
的高风险人群，也需要及时做胃镜，
并进行相应的治疗。
“平时没有明显胃部不适的健康人群，若身体出现警告症
状，不论年纪大小，是否有胃癌家族史等，都要及时就诊。所谓
的警告症状指的是，胃病的症状与以前不同，如疼痛时间延长，
症状加剧；出现消瘦、黑便、出血、贫血等症状。”
吕院长说。
他还提醒，虽然慢性萎缩性胃炎、肠化属于胃癌的高危
人群，但大部分患者在长期随访过程中病情处于稳定状态，
只有少部分患者会进展为胃癌，另有少部分患者会好转。因
此，这些患者不用过度紧张，也不要因为病情没有好转，而四
处就医。

省中医院院长吕宾正在为患者做胃镜检查 于伟 摄

吕宾院长是这样养胃的
爱吃蔬菜，饮食清淡、节制
俗话说“病从口入”，胃癌可以说是典型的吃出来的病，防治胃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管
住嘴。吕宾院长建议，从以下几点入手：
1.忌过烫过热。吃得太烫太热，
容易损伤胃黏膜，
增加患胃溃疡风险。
2.少吃高盐、烟熏、油炸和烘烤的食物。如咸鱼、火腿、腊肉等高盐的腌制品，多吃会使
胃黏膜发生弥漫性充血、水肿、糜烂、溃疡、坏死和出血等一系列病理改变。腌制食品往往
富含亚硝酸盐，长期接触会诱导胃黏膜癌变。
3.戒烟限酒。
4.饮食要定时、定量，切忌暴饮暴食。胃液的分泌在一天中存在生理性的高峰和低谷，
胃酸和胃蛋白酶如果没有食物中和，就会对胃黏膜造成损害。
谈到自己的护胃经验，吕院长说，由于工作关系，他也很难做到规律进食，常常忙得饭
都顾不上吃，但他还是尽可能地做好胃部保养，如节制饮食，饿了也不会暴饮暴食；食物注
重均衡搭配，不会偏爱吃肉类，或只吃素菜，不吃荤菜；坚持每天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新鲜
的果蔬中富含维生素，有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减少胃黏膜的损伤。定期做胃镜；从不生闷
气。
“如果长期心理状态不好，比如压抑、忧愁、孤独、抑郁、人际关系紧张等，胃癌风险也会
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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