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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诊疗慢不得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倡导早癌防治干预策略，遵循舒适医疗发展趋势
近日，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为一位食管癌实施微创
手术， 患者长达 9 厘米病变 （人
的食管全长 20 多厘米）累及 1/2
管周的食管早癌仅通过一根胃镜
管道就轻松治疗了。 事实上，胃
镜、 肠镜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诊断
工具， 衍生出的治疗技术还可以
用于许多消化道病变切除， 比如
食管早癌。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倡导早癌防治干预策略， 遵循
舒适医疗发展趋势。 怎样通过胃
镜、肠镜做手术呢？ 市一院消化内
科主任陈光侠对此进行了针对性
介绍。

率先开展早期胃癌筛查及
内镜精查项目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2006 年确定为徐州市临床重点专科，
常规开展电子胃肠镜的检查及各种内
镜下微创治疗项目、肝硬化并发症的
诊断及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急诊内镜
下止血治疗、消化道大出血的急诊内
镜检查及镜下治疗、急慢性胰腺炎的
诊治、功能性胃肠病的诊治、肝穿刺的
诊治、胃肠动力疾病的诊治、胶囊内镜
检查，胆管结石的内镜下治疗，肝动脉
栓塞术治疗原发性肝癌。 该科 7 年前
开展超声内镜检查术，拥有体积小、安
全、图像清晰的胶囊内镜；近年开展超
声内镜引导下穿刺术。
近年来，该科主持国家级自然科
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大
学课题、省 333 工程人才课题、省六
大人才高峰等课题十余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得专利 2 项，发表专著 2
项。
2015 年， 该科加入国家支撑计
划，成为国家级早期胃癌筛查协作中
心，拥有多台全球最先进的 Olympus
290 高清放大多用途胃肠镜，2015 年
率先在我市开展早期胃癌筛查及内镜
精查项目。

出镜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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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侠

消化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副
教授、博士、硕士
研究生导师、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江苏省
消化内镜学会委
员、 国家级早期
胃癌筛查徐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协作中心负责人，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社会发展
重点研发项目，江苏省 333 人才工程
课题，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江苏大学
社会发展计划课题等省市科研课题多
项。 获得省级及市级科技进步奖 5
项， 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
篇，主编专著 1 部，获得专利 2 项。
具有丰富的消化科理论及临床经
验，熟练掌握电子胃肠镜、超声内镜的
诊断及内镜下治疗，掌握本专业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治，对消化科相关疑难
危重疾病的诊断治疗有着丰富的经
验； 在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方面有特
长，擅长内镜下超声诊断技术及多种
内镜下微创手术。

内镜下切除食管早癌

胃镜精查，一步到
“胃”

67 岁的张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总感觉“胸骨后不适”，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行胃镜及病理检查后提示重度不典型
增生，病变长度约 9 厘米。 按照既往诊疗常规，患者需要行
外科手术治疗。 但行外科手术治疗创伤大、花费多，术后并
发症多，影响生活质量，而且患者高龄手术风险大。
消化内科刘世育博士在经过放大内镜、染色内镜反复
观察，并和陈光侠主任反复讨论、请麻醉科会诊后，考虑患
者可行内镜下粘膜剥离术（ESD）治疗。 ESD 术有明显优
势，创伤小，恢复快，可保全患者食管的完整性，提高术后
生活质量，大大减少手术并发症，尤其是减少经济负担。 ”
陈主任表示，ESD 术是技术难度比较大的手术。 一般人食
管壁的厚度约为 4 毫米， 粘膜层顶多 1.5 毫米，EDS 术就
是在确保食管壁完整的情况下将厚 1.5 毫米以内的病变
完全剥离，就好比在几张纸的厚度上做手术，难度可想而
知，如何完整剥离如此广度和深度的食管癌，这是手术的
难点。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陈主任为张师傅安排了食道早
癌 ESD 术。 全麻下，她和刘世育博士与内镜室护士共同密
切配合下，历时 100 分钟将食管病变物在内镜下顺利完整
切除。 在这个狭小的食道腔内完成如此复杂的操作，对医
生的内镜操作技术要求非常高。
术后张师傅恢复良好，很快就可以正常进食，病理回
示食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原位癌），切缘阴性，患者病灶
已达到了治愈性切除，这就意味内镜下治疗根治了食管早
癌，保留了患者消化道的完整性，免除了开腹手术器官切
除的痛苦，保证了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我国，由于缺乏对疾病早期预防的观念，以及对
消化道早期癌的重视不够等诸多因素，多数患者就诊时
已处于中晚期，治疗费用高，疾病负担重，远期效果差。
对消化道早期癌进行干预和诊治，不仅符合国家肿瘤防
治策略，也是降低患者医疗经济负担、改善患者生存质
量、降低恶性肿瘤死亡率的有效途径。 而胃镜精查不但
明显提高了消化道早期癌的检出率，也为消化道早期癌
内镜治疗提供了基础。 那么与普通胃镜检查相比，胃镜
精查有哪些优势呢？
“首先， 胃镜精查和普通胃镜在检查设备上有很大
的区别。 ”陈主任介绍，胃镜精查是使用目前国际最先进
的 EVIS(奥林巴斯)290 内镜系统，图片的清晰度及亮度
均大大提高，能够更精细更清楚的观察病变特征。 而且
为了更好地判断病变，推广舒适化检查，胃镜精查技术
一般采取在无痛条件下进行。 一方面让患者在短暂的睡
眠状态下完全放松自己，安全地进行胃镜检查，患者没
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检查完毕很快就能苏醒；另一方面
在无痛条件下由于没有恶心反应，患者能够更好地配合
医生进行全方位的观察。
与普通胃镜相比，胃镜精查术前准备更充分。 普通
胃镜检查，虽然患者是空腹状态，但胃肠道内有较多粘
液及泡沫不能完全消除，影响内镜下观察效果。 胃镜精
查检查前 15-30 分钟，给予患者黏液祛除剂及祛泡剂以
完全清除上消化道内黏液与气泡， 有效改善视野清晰
度，大大提高微小病变的检出率。 此外，普通胃镜检查时
间平均 5 分钟左右，而胃镜精查时间较长，每一个部位
至少观察两次以上。 如发现可疑病变可采用化学及电子
染色，并使用放大内镜精查，从而确定病变的具体部位、
范围及形态，并指导异常部位的精准活检，同时拍照记
录。退镜时再次观察，使胃食管腔的观察部位达到 200%
以上。

舒适化医疗已成发展趋势
据了解，食管癌是常见的一种消化道恶性肿瘤，通常
与不良饮食习惯有关。 如喜欢吃热食烫食、腌制品、进食过
快、饮酒吸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 在早期，食管癌病人症状
不明显，仅在吞咽粗硬食物时有异物感或停滞在胸骨后的
感觉，因而易被病人忽视。 当出现明显吞咽困难和呕吐，甚
至消瘦和贫血等严重症状时才去医院就诊，这时候往往已
是晚期，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
如果感觉吞咽食物有迟缓、痛感或异物感，就应及时
到医院进行胃镜、食管镜检查以排除可能。 ”陈主任表示，
大部分市民人对胃镜、肠镜都心存恐惧，最先想到的是不
能吃饭、恶心呕吐、流口水、难受……认为这是一种让人非
常难受的检查，因而错过了早期诊断时机。 门诊中，她也经
常遇到患者听说需要做胃镜检查时， 第一句话就是：“大
夫，我不想做胃镜，太难受了！ ”有的患者会直接拒绝胃镜
检查。“
其实这是由于人们对胃镜的不认识，经常听社会上
的一些传言传语，所以对胃镜产生了一种畏惧。 但是随着
内镜技术的发展，胃镜检查已不再像以前想像中那样‘痛
苦粗暴’。 ” 陈主任解释说，很多人对胃镜检查的认识还停
留在过去，惧怕做胃镜检查。 其实胃镜检查是消化科医生
的第三只眼睛，对消化道疾病、尤其是早期消化道肿瘤的
诊断和治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舒适化医疗已成为发展趋势，胃镜检查亦是如此。
所谓舒适化医疗， 就是患者在整个就医过程中所感受到的
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感、无痛苦感和无恐惧感。 心理上的愉
悦和无痛苦、 无恐惧源自于医护人员的良好态度和就医环
境。 而生理上的愉悦和无痛苦、无恐惧则完全依赖于麻醉专
业所提供的无痛化服务。“
舒适化医疗将是今后医疗发展的
主要目标，因为医学本身的目的就是为病人消除痛苦，治疗
检查期间所产生的忧虑恐惧等都与医学目标相反。 ”陈主任
表示，当代社会，大众越来越关注个体的健康问题，舒适医
疗是要以保障患者安全为前提的医疗新模式。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015 年，市一院消化内科专门成立了“胃食管早癌
办公室”，开展胃镜精查项目，把胃食管早癌的诊断、治
疗及后续随访列入长期的临床研究项目。 记者同时了解
到，该科早癌团队运用内镜微创理念治疗食管癌、早期
胃癌、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先进手段每年约完成上百例
内镜下微创治疗术。
“消 化 道 肿 瘤 重 在 早 发 现 早 治 疗 ， 尤 其 是 食 管 早
癌，早发现早治疗可完全治愈。 ”陈主任表示，根据我
国最新诊治指南胃肠镜筛查是早期发现癌症和癌前病
变的重要途径， 尤其是有肿瘤家族史、 有长期致癌因
素接触史、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经常
熬 夜 )、 有 特 殊 微 生 物 感 染 史 ( 如 胃 幽 门 螺 旋 杆 菌 感
染)、长期营养不良等人群。 以上这些高危人群，特别是
年龄超过 45 岁的人，尤其要重视肿瘤筛查，定期胃肠
镜体检。
而要预防食管早癌， 陈主任提醒市民要按时就餐，
少吃夜宵。 胃是一个习惯遵守“时间表”的器官，胃液的
分泌在一天中存在活动期的高峰和低谷，三餐如果经常
不规律的话， 会导致胃酸和胃蛋白酶没有食物中和，身
体自动消化胃黏膜本身，让胃黏膜受损。 要尽量吃新鲜
的食物，远离腌制、熏制和烧烤食品，少吃太辣的食物，
多吃一些预防食道癌的食物，如全谷物、绿叶菜。 要戒
烟、限酒；食物的温度尽量控制在 65℃以下。 另外，情绪
的调整尤为重要， 好心情不但能有效预防肠胃疾病，也
能有效防止其他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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