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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伴全身转移 疼痛难忍

血液加热 ，高温 42℃“烫死”癌细胞
众所周知，大多数癌症在晚期
给病人造成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
孙先生所接受的“体外循环全
尤其是胰腺癌，通常被人称为“疼死
身热疗”，
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加热血
人的癌症”。
液治疗肿瘤的一种物理方法。利用
6
7岁的孙老先生就患上了这
肿瘤组织对温度敏感性差，在高温
种病。在被疼痛折磨得心力交瘁的
下散热困难、热量易聚焦、升温快的
时候，徐州市中心医院为他进行了
特点，使肿瘤组织内部形成巨大的
“体外循环全身热疗”
，有效缓解了
储热库，可与正常组织有 5～1
0
℃
他的疼痛症状，并且“烫死了”体内
的温差。利用这种温差，可以将组织
的部分癌细胞。
加热到能杀灭肿瘤细胞的温度
现在，孙先生已经可以正常进
（4
1
.
5
℃-4
2
.
5
℃），达到既破坏肿瘤
食并活动了。
细胞又不损伤正常组织 （正常组织
细胞的温度安全界限为 4
5
℃±
他得的是“疼死人的癌症”
1
℃）的一种效果。
孙先生今年 6
7岁，于 8个月前
4月 1
2日下午两点，孙先生在
患上胰腺癌，已经做过数次放、化
全身麻醉下接受了
“热疗”
。医生首
疗。被家人送至我院时，已经出现恶
先在他的双侧股静脉处穿刺置入导
心呕吐、腹痛、
全身乏力等症状。
管，然后从一侧导管将血液引出至
经医生诊断，孙先生的癌细胞
体外循环心肺支持变温系统，通过
已经向脑、肝、
肾上腺及十二指肠球
变温器将血液加热到标准的治疗温
部等多处转移，已经失去了手术机
度（4
1
.
6
℃-4
2
.
5
℃），然后重新输回
会。此时孙先生已经疼的不能翻身， 他的体内，
在循环中缓慢、均匀地使
不能进食，身体状况极度恶化。
整个血液升温，这个过程持续 1个
在常规的“手术 +化疗 +放
小时左右；当鼻、肛温达到 4
2
.
5
℃
疗”的治疗手段不能适用的时候，
却
时，此时进入治疗的高温平台期，维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孙先生被病痛折
持这个温度近 2个小时；然后逐渐
磨。徐州市中心医院的专家们遂决
降温，当体温将至 3
8
℃时，治疗结
定采用“体外循环全身热疗”的方法
束。整个过程孙先生完全处于麻醉
为孙先生治疗。
状态。

最大的感受：
不疼了，能吃饭了
4月 1
7日，在病房里看到孙先
生的时候，虽然他还是有些虚弱，
但是他告诉我们疼痛症状已经大
大缓解，
并且已经可以进食鸡蛋羹、
果汁、米汤了，而在治疗前一周，孙
先生已经因肿瘤压迫胃肠道不能进
食。他说，现在翻身抬腿等动作已经
可以自己完成了，而治疗之前却必
须让家人帮忙。
“我只知道自己被推进手术
室，医生给我打了麻醉后我就什么
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后，就觉得
浑身好像有点儿力气了，疼痛明显
减轻！”
孙先生说。据徐州市中心医
院麻醉科王立伟副主任医师介绍，
通过此次热疗，孙先生体内的癌细
胞被有效杀死，缓解了疼痛。并且
治疗还可以增强化疗、放疗的疗
效，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抑制肿瘤
的转移。
据悉，肿瘤“热疗”对身体正常
组织损害轻微，均为可逆性，这是
热疗有别于化疗、放疗的独特之
处。因此，它也被称之为肿瘤的“绿
色疗法”
目前，热疗已被国际上认可
为继手术、放疗、化疗、免疫疗法之
后的第五种治癌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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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体外循环专业近十年已成
功进行体外循环手术 2000余例，
目前已开展的医疗项目有：
1
.
恶性肿瘤体外循环全身热灌
注疗法；2
.
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术、瓣
膜置换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主
动脉夹层动脉瘤根治术等手术的体
外循环技术；
3
.婴幼儿心脏手术的
体外循环技术；
4
.深低温低流量及
深低温停循环体外循环技术；
5
.体
外循环超滤与改良超滤技术； 6
.
急诊体外循环技术；7
.心脏不停跳

心内直视手术体外循环技术；8
.
不
同灌注方法（冠状动脉顺行灌注、冠
状静脉窦逆行灌注和持续低流量灌
注）、不同心肌保护液成分（晶体心
肌停跳液、4
：1高钾含血心肌停跳
液。分别加入磷酸肌酸，生脉注射
液，1
，6二磷酸果糖、前列腺素 EE
等药物）、不同温度（常温、低温 4
℃
以及温 -冷 -温不同时相相结合）
多种心肌保护方法的联合应用。
咨询专家：
王立伟 副主任医师
咨询电话：
18952170255

2月大婴儿脑后长鹅蛋大小包块

肾脏肿瘤大如排球 医生不得不为他切除左肾

市中心医院成功为其进行脑膜脑膨出修补

我院成功救治一位肾脏巨大肿瘤患者

2个月大的辉辉一生下来，
家长发现其脑部后侧有一个类似小脑袋的肿块，开始时如鸡蛋大小，但随着辉
辉的长大，头后侧的肿块越来越大，出生后两个月时，肿块已增大似正常头部大小，
更可怕的是，
肿块包膜越来
越薄，部分包膜已经菲薄的透明，灯光下，
透过包膜隐隐约约看到其内部有脑部组织，
并有随时胀破的可能，
医
生诊断为脑膜脑膨出并有脑室膨出。4月 19日，市中心医院脑外科许洪升主任为辉辉进行了手术，把膨出的
脑组织及血管等回纳到头部，
同时进行了局部修补，
日前，
辉辉已经康复出院。

35岁的吴先生早上刷牙时无意中闪了一下腰，却引发腰部剧烈绞
痛。被家人急送到市中心医院后，CT显示他的左侧腹膜后有一巨大肿
块，
约有排球大小。经医生诊断，这是一个长在肾脏上的肿瘤，并且瘤
体已经破裂出血导致剧烈疼痛。医生为其平稳了生命体征后，实施了
左肾切除术。目前，吴先生恢复很好。

大 腰痛三年却未引起注意
意

长了“两个脑袋”
的小婴儿
辉辉从一生下来，后脑部就多
出一个小包块，摸起来软软的，如
果碰的重了点辉辉还会哭，医生诊
断为先天性脑膜脑膨出。鉴于孩子
太小，医生建议过段时间观察后再
进行治疗。随着辉辉渐渐长大，头
部的包块也越长越大，刚满两个月
时就已经有鹅蛋大小了，看上去小
辉辉像是长了两个脑袋！辉辉的父
母一刻再不敢耽误了，赶忙抱着孩
子来到了市中心医院。
经脑外科许洪升主任检查，小
辉辉从后囟门膨出的“包块”里有
脑组织、脉络丛、脑脊液还有其他
组织，必须进行手术把膨出的组织
重新回纳到脑部，同时切除多余的
部分，并对缺损处进行修补 。

手术风险重重
手术必有风险，而为只有 2个
月大的婴儿手术，风险自然也大大
提升，稍有不慎都会对婴儿娇弱的
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麻醉。常规
的插管麻醉对婴儿的损伤太大，医
生们遂决定用静脉麻醉的方法为
小辉辉进行麻醉。麻醉师吴丛友连
同儿科医生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为
辉辉开启静脉通道，一方面密切监

“其实从三年前我就觉得有点
儿腰痛，
那时候也没想到是肿瘤，只
到医院开了点儿消炎的药，吃完好
点儿后就没再注意”，吴先生提起自
己当时的疏忽大意懊悔不已。据泌
尿外科梁清副主任医师介绍，一个
正常成年人的肾脏只有类蚕豆状鹅
蛋差不多大小，而这个瘤子的体积
已经将近肾脏体积的 1
0倍，将近 4
公斤重。它占据了巨大的腹腔空间
（资料图片）
视其生命体征，随时调整麻醉剂
量。
随后面临的风险是手术时间
的掌握。手术出血不可避免，而时
间耽误的越长出血量也将随之增
大。许主任将出血的警戒线定在了
5
0毫升之内，并且将手术时间压缩
在 1小时以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辉辉娇小的身体能够承受手术的
创伤。

半个小时封住后囟门
做好详尽的准备后，许洪升主
任切开辉辉脑后的“包块”
，首先将
里面的脊液清理，将存活的脑组织

和血管回纳到头部，然后小心翼翼
地将膨出的其他多余的组织如头
皮、
显微结缔组织等切除，
最后将打
开的头皮仔细缝合，仅用了半个小
时便成功将辉辉的后囟门封住。手
术中辉辉的生命体征平稳。
据许洪升主任介绍，脑膜脑膨
出属先天性疾病，是婴儿在发育过
程中由于某些因素而导致的先天畸
形。辉辉的母亲告诉我们，她这是
第一胎，在怀孕 3个多月的时候，曾
由于一次感冒发烧服用过一些抗感
冒药物，并且挂了三天的吊水，不知
道是不是由于这些引起孩子的畸
乔珊
形。

而把肾脏压在了下方。瘤子长到排
球大小之前肯定早有征兆，吴先生
那时候的腰痛其实就是瘤子压迫肾
脏给予的“报警信号”，可惜的是没
引起重视，
而贻误了最佳诊治时间。
吴先生被送至医院时，脸色苍白，医
生判断是早上刷牙时的猛一扭腰，
引发了瘤体破裂出血，造成剧烈绞
痛。如今，瘤体已经大面积侵犯肾脏
组织，必须进行左肾切除。

风 瘤体与周围脏器挤压紧迫
险 术中稍有不慎将引发大出血
根据 CT所示，排球大的肿瘤
占据整个左侧腹腔，靠近胰腺和脾
脏，
并且贴近胸腔。意味着剥离时稍
有不慎将伤及重要脏器。再者瘤体
内部本身有出血，再加上手术出血，
处理不及时很有可能会由于失血过
多造成继发性的多器官功能衰竭导
致生命危险。这对于术者和患者而
言都极其凶险。面对手术有可能遇
到的风险，泌尿外科和普外科姜新
春等医生联合会诊，制订了一套周

密的手术计划，确保手术成功。4月
9日上午 9时 3
0分，在韩从辉主任
的支持下，梁清副主任医师为吴先
生实施了左肾切除术，术中除了预
想的瘤体大出血之外，还发现瘤体
与后腹膜、肋骨、膈肌以及腹主动脉
粘连，医生一边为其小心翼翼剥离
粘连的组织，一边为其输血维持身
体的正常体征。历时 4个小时，终于
将巨大肿瘤和左肾完全切除。下午
1时 3
0分，吴先生安全返回病房。

幸 他得的是肾脏肿瘤中概率极小的良性肿瘤
不幸 如果早发现早治疗，他就不用失去一个肾脏

! 相关链接
初次怀孕的女性，在身体和心
理上，都会发生一连串的变化，
因为
是第一次，孕妇自己往往还浑然不
觉，而且原本没有生育的计划，
或是
根本不了解身体的反应，以致误食
药物或疏忽了生活上的细节，都很
可能对胎儿和母体产生不良的影
响。

就身体反应而言，怀孕初期可
能会类似感冒的症状，若胡乱买成
药吃，
不仅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说
不定还会生出畸形儿！所以平日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任意服用成药，
最安全的办法是去看医生，找出病
因。 自觉身体不适时，不要勉强做
剧烈的运动，或在此时远游，
以免造

成意外流产，此外，若非必要，不要
随意作 X光照射，应先检查身体状
况，
确定有无怀孕。
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在身体健
康、
正常工作情况下，偶然误犯好像
无关紧要，
但若是孕妇，就很可能是
一大致命伤害，
为了避免后悔莫及，
所以必须谨慎从事。

在病床上看到吴先生的时候，
他的气色已经恢复的很好，并且能
够下床走动。据吴先生的床位医生
董秉政医师介绍，肾脏肿瘤大部分
属于恶性，像吴先生得的这种平滑
肌脂肪瘤属为数不多的肾脏良性肿
瘤之一，
从这一点说，吴先生非常幸
运。但是遗憾的是，这么大的瘤子占
据腹腔巨大空间，肯定会压迫胃肠

道，造成食欲下降等消化道反应，并
且伴随腰疼的症状，
如此多的“身体
警报”却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如
果他在三年前刚感觉身体不适的时
候就能到医院进行检查或者能定期
体检，这个肿瘤就能被早期发现早
期切除，而不会生长的如此巨大，吴
先生也就不用付出失去一个肾脏的
乔珊
代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