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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全球肺癌关注月’”

伤不起的
“
踝”关节

肺癌
“
不动声色” 早期筛查早放心
每年的 11 月是
“
全球肺癌关注月”。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
恶性肿瘤之一。 该病是因为肿瘤细胞起源于支气管粘膜或腺体，常有区域淋巴结和血行转移。 因为肺癌早
期不易发现，中晚期死亡率高，所以被称作
“
不露声色”的杀手。

80%肺癌与吸烟有关
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位高危因素，
80%以上的肺癌被认为是由于吸烟而引
起， 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比不吸烟者高
10 倍以上。 不吸烟女性因丈夫吸烟而患
肺癌的危险将增加 30%。开始吸烟年龄越
早，吸烟年数越长，吸烟量越大，患肺癌
的危险性也越大。特别是吸烟 20 年以上、
20 岁以下就开始吸烟、每天吸烟 20 支以
上，都是肺癌的高危人群，除了需要尽早
戒烟外，还应该定期给肺部做肿瘤筛查。
而对于没有吸烟史的非高危人群，
要想科学预防肺癌， 除了要做到拒绝被
动吸烟、重视并积极治疗肺部慢性疾病、
减少室内外空气污染、 家庭装修后保持
通风换气之外， 也应每年进行定期体检
筛查，争取做到早期发现，以获得较好的
治疗效果。

肺癌早期症状不容忽视
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或不典型，导
致许多病人延误就诊， 常常错过最佳治
疗时机。 常见的症状有：
1、咳嗽。 对于吸烟或患慢支气管炎
的病人，如咳嗽程度加重，次数变频，咳
嗽性质改变如呈高音调金属音时， 尤其
老年人，要高度警惕肺癌的可能性。
2、咳血。 由于肿瘤组织血供丰富，质
地脆，剧咳时血管破裂而致出血，咳血亦
可能由肿瘤局部坏死或血管炎引起。
3、胸闷憋气。约有 10%的患者以此为

首发症状，多见于中央型肺癌，特别是肺
功能较差的病人。
4、胸痛。 大多数情况下，周围型肺癌
侵犯壁层胸膜或胸壁，可引起尖锐而断续
的胸膜性疼痛，若继续发展，则演变为恒
定的钻痛。
5、胸透显示“肺部炎症”。 经治疗不
能彻底控制，症状反复出现或加重者。
6、 肿瘤转移引起的症状。 如颈部淋
巴结肿大、 声音嘶哑、 胸腔积
液、骨痛等，约占 10%。
7、发热。 肿瘤阻塞支气管
导致阻塞性肺炎或癌性发热引
起，多数为低热，治疗后或有好
转，但是经常反复。
8、肺外症状。 如不明原因
的关节、肌肉顽固性疼痛、男性
乳房发育等。
对于年龄偏大患者一旦出
现上述呼吸道症状， 都应首先
排除恶性肿
瘤诊断。 应及
时到正规医
院行相应诊
查，完善诸如
胸 部 CT 等
常见诊查项
目。
对
肺癌患
者 而
言，准
确的诊
断、规

支持专家：呼吸内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若然

热点：

范的治疗非常重要。 我院呼吸内科、胸外
科、肿瘤内科、放疗科联合成立肺癌诊疗
中心。 肺癌诊疗中心对相关学科的优势
进行整合，对就诊的肺癌患者进行多学科
参与的诊疗，提供“一站式”服务，制定规
范化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力争使患者抓
住最好的治疗时机，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
期和生存率。
徐毓蔓

小儿冬季腹泻有哪些表现？
1、腹泻的共同临床表现
（1）轻型：常由饮食因素及肠道外感
染引起。 起病可急可缓，以胃肠道症状为
主，食欲不振，偶有溢乳或呕吐，大便次
数增多， 但每次大便量不多， 稀薄或带
水，呈黄色或黄绿色，有酸味，常见白色
或黄白色奶瓣和泡沫。 无脱水及全身中
毒症状，多在数日内痊愈。
（2）重型：多由肠道内感染引起。 常
急性起病，也可由轻型逐渐加重、转变而
来，除有较重的胃肠道症状外，还有较明

踝关节因何易扭伤
踝关节在跖屈时， 也就是我们
做踮脚这个动作时， 往往脚会向内
翻，即脚心翻向内。由于踝关节特有
的解剖结构， 这时踝关节不能很好
地匹配，处于
“
灵活有余，稳重不足”
的不稳定状态。所以，我们在踝关节
跖屈，比如下楼梯、下山、起跳后落
地等活动时，如果失去平衡，就容易
引起关节的内翻， 导致踝关节的内
翻损伤， 即踝外侧扭伤。 踝关节内
的软组织受到挤压撞击出现软骨面
损伤、滑膜肿胀，使踝关节周围出现
肿胀、淤血。如果未能及时进行正确
治疗， 就会出现踝关节外侧支撑强
度下降，关节本体感觉减退。 这样，
踝关节的不稳定状态就会加重，踝
关节容易再次扭伤， 出现疼痛、肿
胀、行走不稳等慢性期症状，并可引
起其他关节损伤，出现连锁反应。

怎么预防踝关节扭伤

专家门诊时间：周三全天、周六上午

咨询电话：18012018102

1、 平时注意进行踝关节周围
肌肉力量和本体感觉的训练。
2、 运动前进行充分的准备活
动。
3、适当减少运动量。
4、 运动时选择鞋底柔软的高
帮鞋、弹力绷带或半硬的支具。

立冬时节 气温骤降

扭伤了，怎么治

当心
“
诺如病毒”扰了宝宝的健康
立冬时节，气温骤降，由于儿童体温
调节 中 枢 和 血 液 循 环 系 统 发 育 还 不 完
善， 不能及时调节体内和外界的急剧变
化，容易染上“诺如病毒”。 因此，儿科主
任医师蒋红侠提醒家长： 诺如病毒发病
主要在寒冷季节， 大概十一月十二月的
时间，6 个月至 3 岁的婴幼儿易患此病，
请家长朋友细心呵护自己的宝宝， 以免
“
诺如病毒”扰了宝宝的健康。

踝关节扭伤是一种最常见的运
动损伤， 多为踝关节周围韧带的过
度牵拉或撕裂， 严重者可伴有撕脱
骨折。我院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
医师王爱国提醒： 由于踝关节是人
运动的重要枢纽及承重关节， 其状
态的好坏直接决定人的生活和运动
质量。

显的脱水、 电解质紊乱和全身感染中毒
症状，如发热、精神烦躁或萎靡、嗜睡，甚
至昏迷、休克。
2、诺如病毒
诺如病毒是冬季婴幼儿腹泻最常见
的病原。 呈散发或小流行， 经粪 - 口传
播， 也可通过气溶胶形式经呼吸道感染
而致病。 潜伏期 1～3 天，多发生在 6～24
个月婴幼儿，4 岁以上者少见。 起病急，常
伴发热和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无明显感
染中毒症状。 病初 1～2 天常发生呕吐，
随后出现腹泻。 大便次数多、量多、水分
多，黄色水样或蛋花样便带少量黏液，无
腥臭味。 常并发脱水、酸中毒及电解质紊
乱。 近年报道，诺如病毒感染亦可侵犯多
个脏器， 可产生神经系统症状， 如惊厥
等；有的患儿表现为血清心肌酶谱异常，
提示心肌受累。 本病为自限性疾病，数日
后呕吐渐停，腹泻减轻，不喂乳类的患儿
恢复更快，自然病程约 3～8 天，少数较
长。 大便显微镜检查偶有少量白细胞，感
染后 1～3 天即有大量病毒自大便中排
出，最长可达 6 天。

支持专家：儿科主任医师 蒋红侠
《新健康》电子版：http://epaper.cnxz.com.cn/xjk

专家门诊时间：周二全天

预防小儿腹泻，让宝宝少遭罪
1．合理喂养，提倡母乳喂养，及时添
加辅助食品，每次限一种，逐步增加，适
时断奶。 人工喂养者应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合适的代乳品。
2．对于生理性腹泻的婴儿应避免不
适当的药物治疗、 不要由于婴儿便次多
而怀疑其消化能力，而不按时添加辅食。
3．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乳品
的保存和奶具、食具、便器、玩具和设备
的定期消毒。
4．感染性腹泻患儿，尤其是大肠杆
菌、鼠伤寒沙门菌、诺如病毒肠炎的传染
性强，集体机构如有流行，应积极治疗患
者，做好消毒隔离工作，防止交叉感染。
5．诺如病毒疫苗接种为预防诺如病
毒肠炎的理想方法， 口服疫苗已见诸报
道，保护率在 80％以上，但持久性尚待研
究。
韩月媛

许多人都对踝关节扭伤抱着无
所谓的态度，认为
“
养两天就好了”，
其实不然。适当的休息是需要的，但
并不是治疗的全部， 未经正规治疗
的患者， 踝关节再次损伤的可能性
很大。急性期的初次损伤患者，如果
损伤没有累及韧带组织， 只要能在
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接受正规的保守
治疗，遵守休息、冰敷、加压包扎、抬
高患肢的原则， 多可以获得满意的
疗效， 而慢性损伤的患者保守治疗
的效果则相对较差， 改善疼痛和不
稳定的症状是治疗的目的， 有时需
要通过手术重建韧带来改善踝关节
的稳定性； 同时可以通过微创的踝
关节镜手术来消除滑膜炎、 软骨损
伤或游离体等致痛因素。总的来说，
早期就诊，早期检查，早期治疗，才
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付恺心

支持专家：
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爱国
专家门诊时间：周三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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