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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开胸手术治疗创伤大，腔镜治疗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常规手术‘大
切口、小手术’的局面，由于腔镜治疗具有创伤小、痛苦轻、恢复快的优点，
已成为胸外科疾病外科治疗的主流。”市中心医院胸外科胡正群主任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本期《专家论坛》，我们特邀请胡主任就胸腔镜微
创手术来为大家做详细介绍。

专家介绍

记者：请问胡主任，我们徐州市中心医院胸外科是如何开展胸腔镜微
创手术的，
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
胡主任：
目前，微创外科和器械
外科在胸部外科治疗中的应用日趋
广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使
胸部外科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同时也成为每一个胸外科医生应该
熟练掌握的手术技能之一。因此,
从
2
0
0
6年起，我们成功引进了胸腔镜
技术，并逐渐发展成为市中心医院
胸外科 常规手术。在此基础上，开
展一些相对难度较大的胸腔镜手术
并推广普及。
胸腔镜手术现在已是我科常规
手术，我科已成功开展了胸腔镜下
肺大疱切除术 1
0
0余例，无一例手
术并发症的发生。在此基础上，
我们

为两例肺癌病人实施了胸腔镜下肺
癌切除术，这两例患者均为高龄老
年肺癌患者，
肺功能重度不良，无法
耐受传统开胸手术，是传统手术的
禁忌症，通过胸腔镜技术，使患者重
新获得了临床根治的机会。手术后
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使得高龄肺
癌患者也能得到微创条件下的根治
手术，明显提高了手术后生存时间
及生存质量。
截至目前，我院胸腔镜手术例
数为全市第一，在手术例数及手术
难度上全市领先，在苏北地区胸部
微创手术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记者：请胡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胸腔镜微创手术适合治疗哪些病症
吧，谢谢。
胡主任：在保证手术质量、具备
现代微创手术优点的同时，胸腔镜
外科手术扩大了目前手术的范围，
使得原先很多被视为手术禁忌的患
者重新获得了有效治疗的机会。
胸腔镜手术适应的病症包括：
1
.
自发性气胸、肺大疱切除。2
.
胸腔

积液、乳糜胸的治疗。3
.
肺气肿，肺
减容手术。4
.
胸膜肿瘤活检及切除
术。5
.
纵隔肿瘤切除。6
.
早期食管癌
切除术。7
.
肺部直径 <4
c
m周围型
病灶。8
.
部分高龄合并症多，不能耐
受传统剖胸手术者。

专家手记

身体有微创，心灵更要微创
2
0世纪 9
0年代之前，
良好医师
的标准是能治疗疾病，但如果医师
仅以此为标准，则对术后带来的许
多综合征如体表难看的瘢痕、活动
障碍和心理压抑往往重视不够。2
0
世纪 9
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 2
1
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
深入人心，一个良好外科医师的定
位是：要治疗好病人，使之成为一个
健康的人，而不仅仅是治好某种病。
外科科学的发展是在治愈疾病的同
时重视对人体的保护，不应使之过
度创伤,这才是现代好外科医师的
风范。例如对一个气胸的患者传统
大切口修补术只能治愈其气胸和呼
吸困难，但其余生又有了胸部大瘢
痕形成的自卑心理及运动、工作能
力下降等后遗症。
胸腔外科经过 2
0世纪 5
0年的

发展，已经是一项成熟和规范的手
术科学，它治愈了大批胸部疾病患
者，但也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永
为心病的巨大创伤和体表瘢痕。胸
腔镜和微创外科技术的引入正是为
解决胸外科的巨大缺陷拓开了一片
充满希望的新天地。
微创胸 外 科 是 一 个 概 念 和 理
念，就是在胸内处理病灶，达到与传
统开胸同样彻底的情况下依靠现代
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在胸壁入
路所发生的创伤，从而使患者的机
体和各系统的功能所承受的创伤和
损害是轻微的，也就是说微创胸外
科是指相关胸外科手术切口相对传
统胸外科手术切口小，但并非形态
上绝对的小，对心、肺、肝、肾功能及
神经与运动系统所造成的损害从统
计学上看微乎其微。

胡正群 徐州市中心医院胸
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副教授
徐州市医学会胸心外科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抗
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毕业于徐州医学院，深造于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及
上海市胸科医院。
对于胸部疾病的诊断治疗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擅长于
食管癌，贲门癌，纵隔肿瘤，肺叶
及全肺切除，大气管肺动脉成形
术，胸廓成形术等胸部手术。微
创胸部手术及重症胸外伤的救
治。发表国家及省级论文 2
0余
篇，多次获科技进步奖。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一全天
咨询电话：
18952170225

如果说 2
0世纪是手术治疗时代的话，
那么 2
1世纪将是细胞治疗时代——
—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
识到，人体组成的最小器官——
—细
胞是人类抵御疾病、完善自己的最
佳途径。应运而生的细胞生物治疗
技术，是利用生物工程的方法获取
人体某一特定类型细胞，利用其具
有的特殊功能来治愈人类某些疾病
的方法。是传统医学治疗手段之外
的一种全新的疾病治疗方法，是 20
世纪以来，继微创治疗技术和器官
移植技术之后，能够代表未来医学
发展方向的另一实用技术之一。
市中心医院血液科李晓林主任
介绍说，在一个人身上，都具有两种
作用不同的细胞，一为免疫细胞，通
过它可以抵抗病毒、消灭肿瘤，保证
人体功能正常、健康；一为干细胞，
通过它可以定向分化出多种功能独
特的细胞，用来修复受损的人体器
官组织。

细胞治疗可让人摆脱肿瘤困扰

“干细胞是人体内的‘万能细胞’
”
什么是干细胞？医学上的干细
胞是指一群在胚胎发育早期未分
化的细胞，理论上具有无限的分裂
能力，除能自我复制以外，还可以
分化为特定的组织。干细胞就是在
生命的成长和发育中起“主干”作
用的细胞，它对于生命成长发育的
重要性就如同建筑中的钢筋水泥
等基本材料。干细胞是人类的原始
细胞，能够发育成人体任何类型的
组织和器官，可塑性很强，因此被
称为“万能细胞”。通过干细胞移
植，可挽救很多血液病及其他疾病
的患者。如我院在 1
9
9
5年元月开展
了淮海经济区首例骨髓移植治疗
急性白血病，获得成功，病人至今

仍无病生存。1
9
9
8年又率先在本地
区成功开展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
植。1
9
9
9年元月完成了国内首例父
子 HLA相合异体外周血干细胞移
植，
在国内引起轰动。
目前干细胞研究的热点在于
利用其自我复制和定向分化的特
点，进行组织和器官修复，并显示
了良好的前景。由此发展而来的再
生医学，通过对干细胞进行分离、
体外培养、定向诱导、甚至基因修
饰等过程，在体外繁育出全新的、
正常的甚至更年轻的细胞、组织或
器官，并最终通过细胞组织或器官
的移植实现对临床疾病的治疗。

人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得
肿瘤疾病？现代医学告诉我们，
肿瘤
的发生，
是一个多因素、
多基因参与
的复杂过程，但归根结底，是因为和
人体细胞免疫识别和免疫清除功能
“无能”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讲，
任何
恶性肿瘤都需要进行免疫治疗。通
过人为的对免疫系统进行诱导、刺
激和活化，能够达到有效抗肿瘤的
目的。肿瘤免疫治疗是应用各种生
物或免疫治疗制剂和手段激发或调
节机体的免疫系统，有着巨大的治
疗潜力和生命力，
“但这不意味着可
以过分夸大细胞免疫治疗的独立抗
癌能力和治疗效果。”李主任认为，
进行肿瘤免疫治疗，应选择合适的
方案、
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患者，同
时强调合理的治疗过程，这样才能

得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多年来的临床研究表明，最适
合免疫治疗的肿瘤包括恶性黑色素
瘤和肾癌，有效率可达 3
0
％以上。
恶性淋巴瘤、前列腺癌、乳腺癌、卵
巢癌、结肠癌和白血病等也有很好
的疗效，对其他肿瘤如脑胶质瘤、胃
肠道肿瘤、肺癌、子宫癌、胰腺癌和
肝癌等都有肯定的疗效。
李主任乐观地估计，未来人们
可以用自身或他人的干细胞和干细
胞衍生组织、器官替代病变或衰老
的组织、器官，
并可以广泛涉及用于
治疗传统医学方法难以医治的多种
顽症，诸如白血病、早老性痴呆、帕
金森氏病、糖尿病、肝硬化、中风和
脊柱损伤等一系列目前尚不能治愈
的疾病。

血液科细胞治疗多种疾病效果显著
目前我院血液科通过集结人才
队伍，对细胞治疗技术近十余年的
研究，已在临床上获得多项多种疾
病的成功移植，如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急慢性白血病，包括急性髓细
胞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迄今已治疗各
种白血病数十例，为广大白血病患
者带来了长期生存的希望；自体骨
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多发性骨髓
瘤，
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并
显著延长了生存时间；自体骨髓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难治性自身免疫
性疾病，
包括系统性硬化、系统性红

斑狼疮、
类风湿性关节炎、重症肌无
力、难治性肾病等；免疫疗法治疗恶
性血液肿瘤的微小残留病：如白血
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在造血干
细胞移植或大剂量化疗后 MoAb、
CK的应用，
某些药物或 CK诱导自
身 GVHD等；脐带血移植治疗急性
白血病，包括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和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等；干细
胞治疗糖尿病足和下肢动脉狭窄性
疾病，显著改善了肢体远端供血，减
少或延缓了肢端坏疽的发生，大大
提高了生活质量；干细胞治疗脊髓
神经损伤及干细胞治疗肝硬化等。

专家介绍

李晓林 徐州市中心医院
血液科主任 主任医师 教授
从事血液内科工作 2
0余
年，对血液系统常见病、多发
病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对少
见疑难血液病方面有独到之
处。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方面，
曾深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血液科，曾开展国内首例
父子同型移植，多次填补本地
区空白，在本地区有相当知名
度。现任徐州市血液学会副主
任委员，曾获得徐州市科技进
步奖 1项，获得徐州市新技术
引进奖多项，在国家级和省级
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出诊时间：每周一全天
咨询电话：18952172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