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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一做，
癌症就
“跑”
了？

一位老病友带着老伴来找
我，
他说老伴今年78岁，
发现乳
腺包块3个月了。这位老人精神
很好，
但仅凭手感就可以诊断其
乳房上直径约2厘米的包块是乳
腺癌。我问她为什么发现这么
久都没有手术，
老人告诉我，
家人
都不同意手术，
理由是
“手术一
做，癌症就跑（到别处去）了”。
这是多么荒唐的理由，从医 35
年，我已经无数次听到了。我
认为，老百姓有这种想法，是
对以下问题不理解造成的。

瘤本体进行切割，因此不会导
致肿瘤转移。当然，手术中发
生肿瘤种植转移仍不可避免，
但发生概率很低。
至于穿刺导致肿瘤“跑”
了，也是没依据的。英国报告
一组 9000 余例的细胞学检查
病例，无一例引起转移和病情
进展的情况。然而有些患者会
举出他身边的例子说，某某某
做了穿刺后就查出转移了。这
很可能是误解，
通常情况是：
做
或不做穿刺，
转移都已发生，
转
移并不是穿刺引起的。特别
做穿刺会不会使肿瘤扩散？
是，
如果在穿刺后几周内手术，
肿瘤的转移有自身规律， 肿瘤扩散的概率微乎其微。
一般认为有直接蔓延、经淋巴
为什么有的病人术前好
转移、经血行转移和种植性转
好的，
术后不久就死了？
移四种方式。肿瘤手术都要
遵循无瘤原则，医生不会对肿
如果是手术后因为并发

餐后血糖低要查因
在糖尿病早期，很多患
者会出现餐后血糖值比空
腹血糖值高的现象。但有
些患者测血糖时，发现自己
的餐后血糖值居然比空腹
时要低，这让他们感到很奇
怪，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
有血糖高的现象。餐后血
糖低，
要查查以下 3 个原因。
1.胰岛素分泌异常导致
高峰期延迟。糖友会出现胰
岛素分泌过量及高峰延迟的
情况，
在空腹时，
胰岛素会维
持在比较高浓度的水平，这
样就会出现在摄入食物后血
糖不再上升的情况。
2. 饮 食 控 制 后 运 动 强
度过大。很多糖友为了控
制血糖和体重，一般在确诊
后都会控制饮食，且坚持适
量的运动。但很多患者在
运动的同时摄入的食物过
少，就出现了餐后血糖值比
空腹血糖值低的现象。建
议糖友在坚持运动时摄入
的食物量要适当，不能过多
也不能过少。
3. 受 降 糖 药 的 影 响 。
在血糖值比较高时，患者都
需要服降糖药，一些患者会
急于求成，在没有咨询医生
的情况下自己增加用量，容
易让餐后血糖值过低。
（摘
编自《大河报》
）

症和意外疾病而导致死亡，这
是手术的风险所致，也是目前
医学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
是因为肿瘤扩散、转移而导致
的死亡，这是病人术前就已经
出现了血液或淋巴转移，只是
在解剖层面没显现出来，术前
检查无法发现罢了。
例如，约 10%的乳腺癌在
术前可能发生血液或淋巴微
转移。术后，转移的肿瘤逐渐
生长，到一定大小后就被影像
学发现了，人们往往认为是手
术导致肿瘤
“跑”
了。实际上这
是 一 种 巧 合 ，发 生 率 不 会 很
高。如果不看多数肿瘤切除
术后长期生存的病例，而只关
注术后查出转移的少数病例，
很容易得出肿瘤一手术就
“跑”
了的结论。

医生说肿瘤手术后根治
了，
为什么还会死亡？
在临床上，很多肿瘤做的
手术都是根治术，如胃癌根治
术、
结肠癌根治术，
人们或许会
问：
“为什么根治了还会死亡？
”
这是因为肿瘤的根治是相对
的，
手术按规范切除了肿瘤、
清
扫了淋巴结，切除了与肿瘤相
连的部分正常组织，就达到解
剖学上的根治。如果绝对根
治，
就意味着肿瘤完全消除，
也
就没有复发和死亡，在目前医
学条件下无法做到。同时，肿
瘤是否在手术前已发生了转
移，
多无法明确。因此，
根治手
术不代表治愈，术后放化疗的
目的就是为了
“追杀”
肿瘤的残
余
“部队”
。
（武汉钢铁公司第二职
工医院乳腺外科主任 纪光伟）

重视 5 个细节体检更准确
临床发现，
不少体检者不断
出现可能导致结果出错的细节。
空腹并不是连水都不能
喝 要空腹检查的项目有很
多。但空腹不是一口水也不能
喝，患有冠心病等需晨起服药
的人，可起床后喝少量温开水
服药后再体检；或把药带到体
检中心，等空腹检查的项目结
束后及时服药，
不要贸然停药。
体检前三天别吃油腻 很
多人都知道体检前一天晚上要
吃得清淡，但 80%以上的人都
不知道体检前三天都应该控制
饮食，
不吃油腻的东西，
尤其不
能喝酒，多吃蔬菜，肉类要适
量。在体检前三天内，如果吃

得油腻，
可能导致血脂不真实，
会给判断心脑血管病和肝脏的
疾病带来麻烦。
体检前两天别做剧烈运
动 剧烈运动可能导致肌红蛋
白、肌酸激酶等物质升高。做
健康体检前两天不要做剧烈运
动，抽血检测前 1 个小时也不
宜进行轻度活动。采血前不要
来回走动，
应保持情绪稳定。
女性晨起不要排尿 一般
去体检应先去抽血化验，紧接
着做空腹 B 超。女性最好起床
后不排尿，直接到医院体检。
憋了一整夜的尿不会明显影响
普通 B 超结果，也能顺利做好
妇科 B 超，这样就不用排两次

队了。做完这两项检查后就可
以排尿、
喝水，
做完肠胃检查和
牙齿检查后就可以吃早饭了。
一秒后的尿就算中段尿
尿检取尿样，
以中段尿最稳定。
有的人苦于不够
“眼疾手快”
，
也
不必过虑，
因为即使取的尿不是
中段的，最明显的误差就是会
让尿液的 pH 值偏高或偏低，
还
有一些数据也会有轻微的浮
动。但这种影响不会有
“质”
的
变化，
比如没炎症会测出炎症，
或是有炎症测不出。另外，
在排
尿一秒后的尿液就算作中段
尿。
（解放军 305 医院体检中心
主任高岱峰、
北京军区总医院体
检中心主任石鹏飞）

给冠心病患者运动划重点
大多数冠心病患者是可以
运动的，但他们存在器质性心
脏病，
且心功能个体差异大，
因
此在运动前要进行风险评估。
正在住院的冠心病患者，
若病情稳定，
即可进行运动。病
情已经稳定的心肌梗死患者，
早
期运动有利于减轻心肌梗死的
心室重构过程，
改善心功能。需
要注意的是，
急性心梗患者应在
心电、
血压监护下运动。通常活
动过程从仰卧位到坐位，到站

立，
再到下地活动。
出院的稳定期冠心病患
者，大多可在出院后 1～3 周内
开始运动康复，建议去康复门
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康复运
动。如果没有条件去康复门诊，
可参照以下三步来进行运动。
第一步：准备活动，即热
身运动。多采用低水平有氧运
动和静力拉伸，持续 5~10 分
钟。第二步：训练阶段。包含
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和柔韧性

运动等，总时间 30~60 分钟。
第三步：放松运动。可以是慢
节奏有氧运动的延续或是柔韧
性训练，根据患者病情轻重可
持续 5~10 分钟。
对大多数冠心病患者来
说，
通过有效强度的运动刺激，
可改善其血管内皮功能，稳定
冠状动脉斑块，改善心功能。
因此，冠心病患者应进行适量
运动。
（上海曙光医院心血管内
科主任医师 王肖龙）

橡胶地面不伤膝
解决膝关节磨损的问
题并不难，
只需要改变运动
习惯即可。比如不在坚硬
的地板上做下蹲、蛙跳、跑
步、
跳绳等剧烈运动。尤其
是蹲下去再站起来，
对关节
的磨损最大。中老年人在
跳广场舞时，不能过于激
烈，因为地面比较硬，会加
剧半月板的压力，
因此跳舞
时间最好在一个小时左右，
休息片刻再跳。
在坚硬地板上运动，
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相当
大。尤其是对打篮球或进
行其他跳跃比较多的运动
来说，
更是不应找太硬的场
地。相对而言，
在橡胶运动
场地做运动就会好一些。
（摘编自《法制晚报》
）

患帕金森失眠
改改吃药时间
失眠在帕金森患者中
普遍存在，应如何避免呢？
方法是，
对服药时间离睡眠
时间太近就会引起失眠的
药物，可询问医生后，改成
早晨服药或减少剂量。若
因翻身困难、
痛性抽搐导致
的失眠，可经医生指导，睡
前增服小剂量的多巴胺。
此外，病程较长、已出现药
物疗效减退的患者，
进行脑
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可明显
改善睡眠状况。
（摘编自《广
州日报》
）

痔疮早治防贫血
广东中山 34 岁的王先
生长期痔疮便血已有 3 年，
近日感觉连站立都很困难
而就诊。就诊当天，
病情迅
速恶化，
因重度贫血出现意
识丧失等，
经医院重症医学
科抢救才获救。痔疮最主
要的症状是便血和脱出，
大
便时反复多次出血，
会使体
内丢失大量的铁，
引起缺铁
性贫血。痔疮看似小问题，
但痔疮较严重者会导致或
诱发心脑血管病，
尤其是老
年患者，
如患痔疮产生心理
压力，
不敢上厕所，
会加重便
秘，
增加脑出血或脑栓塞的
发病因素。患痔疮是否要系
统治疗，应听从医生建议。
（中山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肛肠
外科副主任 谢尚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