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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虽然

治疗乳腺癌的药物不再单一，但
很多药物伴随而来的还有不耐受
患者难以承受的副作用。 许多患
者因为承受不了副作用的痛苦，
不愿意配合治疗， 令疗效大打折
扣。“这时，中医的辅助治疗调理
能帮助患者减轻不适，完成疗程，
提高疗效”，钟少文指出。

比如化疗， 常见的副作用有
消化道反应如呕吐、食欲不振，或
是严重腹泻， 会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钟少文教授介绍，他接
诊过一名 40 多岁的乳腺癌患
者，来自其他专科医院，已经成功
完成手术并开始第一个疗程的化
疗，但只打了第一疗程化疗，严重
的副反应令她吃不下睡不着，整
天只能躺在床上，极其痛苦，她因
此想放弃治疗； 后经病友介绍找
到了钟教授， 在帮助她使用中医
的方法（包括中药 、 针灸 、 艾灸
等 ），调理了一周后，患者严重的
失眠和无食欲有了明显好转，之

后在中医的辅助治疗下， 顺利完
成了 6 个疗程的化疗。

钟少文认为， 中医辨证治疗，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体质，分肝、脾、
肾等不同脏腑， 依据气血阴阳、寒
热虚实等不同情况开方调理，减轻
患者治疗中的痛苦。有的患者因为
化疗，出现全身疼痛的症状，甚至
需要依靠进口止痛药度日，也靠中
医中药得到了缓解。比如激素依赖
型的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至少
五年，部分高危患者需要延长内分
泌治疗到十年，目的是为了降低乳
腺癌复发风险；漫长的治疗时间加
上一些药物副作用，部分不耐受的
患者选择了逃避；还有一些内分泌
治疗的患者出现骨质疏松，手脚关
节疼痛，伴随而来的是容易骨折的
风险；此时除了常规的补充维生素
D 和钙片、晒太阳，还能借助中医
药，达到缓解内分泌治疗副作用的
效果。减轻患者因药物副作用带来
的痛苦， 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从
而更巩固内分泌治疗疗效！

近年来， 甲状腺疾病发病率
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中华医学
会内分泌学会最近完成的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 ， 甲亢的患病率是
1.22%。

甲亢到底是什么病呢？ 广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陈定宇解答，甲状腺就是调节人
体代谢的发动机，它可以通过分
泌甲状腺素调节人体的新陈代
谢水平。 甲亢的全称是甲状腺功
能亢进， 是常见的内分泌疾病，
是甲状腺素分泌过多造成的。 甲
亢患者的代谢水平很高，症状也
非常多。

值得注意的是， 性情变化是
甲亢的主要症状之一。 陈定宇主
任说，患有甲亢的患者容易激动，
比较烦躁， 在别人看来原来温柔
之人，现在变得急躁易怒，性情变
化较大。 其次，患者往往难以集中
注意力，工作效率低下等。

如果有以上症状的话， 建议
及时就医。 陈定宇主任指出，甲
亢属于内分泌疾病， 内分泌科挂
号。 需要抽血化验甲状腺素和促
甲状腺素水平（一般体检不含这
些项目）。 发生甲亢时，甲状腺素
（T4）和三碘甲腺原氨酸（T3）升
高、促甲状腺素（TSH）降低。 值
得庆幸的是，甲亢是可以治愈的，
但容易复发，需定期复查。

这里要提醒的是， 甲亢患者
(不论有无结节 )都需要“忌碘饮
食”。 要严格吃无碘盐（避免在外
就餐 ）；不吃腌制、加工食品 (查看
配料表 ， 添加了盐的都不吃~自
己用无碘盐制作的可以吃 )；不吃
海藻类、海贝类、海虾海蟹 (淡水
产品代替 )；蛋类只吃蛋白 (蛋黄
不吃）； 坚果只吃未加工过的；不
吃含有碘成分的保健品 (包括各
种复合维生素等， 吃之前记得看
清楚成分表 )。

内痔、外痔、混合痔了解下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肛肠科胡丰良主任医师介绍，
痔疮是生长在直肠下端与肛门
的一种良性疾病，首先它是一种
良性疾病，并不是遗传病，也不
是传染病，更不会恶变。

根据它发生的部位不同，可
以分为内痔、 外痔和混合痔三
种，外痔以异物感、疼痛为主要
症状， 内痔则以肛门肿物脱出、
便 血为常见症状， 混合痔顾名
思义为内外痔均有。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单纯

的外痔是不会引起大便出血的，
而单纯的内痔也不会引起疼痛，
除非出现内痔嵌顿，也就是俗话
说的痔疮卡在肛门口、感染或血
栓形成的时候，才会引起剧烈的
疼痛。

不想出口受苦， 就得
管住入口

不恰当的饮食习惯可能是
引起痔疮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
在预防成为有“痔”青年的第一
步就是管住嘴。

要尽量避免长期进食刺激
性食物，如辛辣食物 ：湘菜 、川
菜、火锅等，少饮酒 ，同时养成
均衡的饮食习惯 ，多食富含纤
维的食物，如蔬菜 、水果等，可
以促进肠道蠕动 ， 多喝水 ，促
进 粪 便 通 畅 迅 速 地 排 除 体
内。

如厕时请放下你的手机
胡丰良主任医师提醒，排便

时间随着手机、网络、充电器的
使用而延长，次数过多，会使肛
门直肠静脉回流障碍， 长此以
往，很容易引发痔疮。

如有“便意”，应及时解决；大
便过硬，不要使用蛮力，可以尝试
上一步的方法，或者通过坐浴来缓
解，要不然会引发另一种也非常常
见并且非常疼痛的疾病———“肛
裂”；排便时应远离手机、报纸、游
戏，专心致志办“大事”，另外请把
排便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内。

另外要提醒的是，适当的运
动可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
动，从而预防痔疮的发生。 排便
后注意清洁， 保持肛门周围卫
生， 每日应勤换洗贴身衣物，防
止感染，以免诱发痔疮。

秋季为何适宜“造人”？
欧建平教授表示，从自然角度

而言，秋季气候宜人，孕妇感冒的
机会也相对较少。 此外， 秋天怀
孕，分娩时正处夏末秋初，有助于
母婴护理。气候对男性精子质量也
有影响：在冬季和春季，精子数量
相对较多，但有缺陷的精子也比较
多。 夏季由于气温较高，精子质量
也会受影响，而精子质量最好的当
属秋季。

备孕饮食无需大补特补
很多夫妻有了“造人”计划后，

首先想着要进补。 对此，欧建平表
示，正常人群保持均衡饮食、营养
结构合理即可，不需要额外大补特
补。 孕前可适当补充维生素，及时
补充叶酸， 还要尽量避免熬夜，保

持规律的夫妻生活。
在备孕时，夫妻双方还应该多

做运动，比如走路、跑步，可以提高
免疫力、增强身体素质、促进血液
循环，以及释放压力。尤其是男性，
适量的运动可以提高精子的活跃
度以及质量。

高龄备孕先评估卵巢储备
卵巢储备直接影响生育能力，

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巢
储备功能逐渐减退。 但是，对于一
些特殊群体来说，年龄并不能完全
代表真实的卵巢功能状态，年轻女
性也可能出现卵巢功能下降。

欧建平建议，有生育需求的育
龄女性， 最好孕前先评估卵巢储
备。 育龄女性如果出现月经量减少
甚至突然间不来月经等症状，建议
及时就医，评估卵巢功能，进行内
分泌调节，提高生活质量。

备孕检查有必要
夫妻在备孕之前， 要先对于生

育知识进行一定的了解。 比如女性
要先确定自己的排卵期， 在排卵期
进行同房，怀孕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男方应查查精液，看看是否存
在感染的情况；女方主要检查有没
有甲状腺功能异常、做优生四项检
查看是否存在病毒感染、查血常规
看血色素数值、 是否存在贫血等。
尤其是两广地区的夫妇，要做好地
中海贫血基因的筛查，如果夫妻双
方都是同型的地贫基因携带者，有
四分之一的机会生出重度地贫的
孩子。

欧建平提醒， 对于已婚夫妇
来说，有正常性生活且没有避孕，
试孕一年仍不能怀孕的需要尽快
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查找不孕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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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命”
乳腺癌被称为“头号红颜杀手”，是女性

的高发恶性肿瘤之一。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现
以每年 3%到 8%的高速增长，乳腺癌死亡率
位于女性肿瘤的第二位，仅次于肺癌。 广东省
中医院大德路总院乳腺科主任钟少文教授指
出：乳腺癌是目前治疗方法和手段最多、药物
选择最多、治疗效果最好的实体肿瘤之一，早
期发现治愈率超过九成，晚期虽然难以治愈，
但是控制并延缓病情也有许多手段和方法。
而中西医结合治乳癌，更是能让患者“保命”
和“漂亮”兼得！

钟少文， 主任医师，现
任职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
乳腺科主任， 第四批全国名老
中医林毅教授学术继承人。 擅
长乳腺疾病， 特别擅长乳腺癌
根治术、保乳术、乳房畸形矫正
术、乳房重建术、乳房缩小术、
隆乳术、乳头内陷矫正术，乳腺
癌化疗后呕吐、便秘、腹泻、白
细胞降低，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
后骨痛、失眠、潮热、盗汗。

主要从事乳腺疾病的中西
医结合临床研究，主持相关省
部级课题 2 项， 参与国家级、
省部级、厅局级课题 10 余项，
发表论文 20 余篇。 参编《林毅
乳腺病学术思想经验心悟》
《乳腺疾病诊治》《中西医结合
外科学》三部专著。 2017 年获
得第三届“羊城好医生”称号，
2018 年入选“岭南名医录”。

学术任职： 广东省中医药
学会乳腺病健康
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员， 广东省医
学会乳腺病分会
委员， 中国整形
美容协会精准与
数字医学分会乳
房整形专业委员
会常委。

钟少文介绍，近年来我
国乳腺癌病人有如下三大
特点：

第一， 发病人群呈年
轻化趋势 ，35 岁以下且未
婚未孕的病人明显增多。年
轻且未婚育的女病人，治疗
策略会更加复杂，因为要考
虑到患者的婚育等生活质
量。首先是在保证乳腺癌病
灶完全切除的同时尽量保
持良好的乳房外形，其次是
术后辅助治疗要考虑是否
会影响患者的生育能力。

第二， 虽然乳腺癌罹
患的总体人数比西方发达
国家少，但发病率却不断攀
升, 尤其在北京、 上海、广
州、深圳等大城市。 原因有
以下几点：一是随着经济的
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中国
居民的饮食习惯明显“西方
化”，改变了素食习惯，成为
“肉食动物”，过多地进食红

肉、高脂肪等食物可以增加
乳癌的发病率；二是体检的
必要性得到重视，很多患者
就是通过体检早期发现并
及时治疗， 大部分可以痊
愈；三是现代人的生活追求
享乐，形成了很多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如熬夜，喜欢吃
垃圾食品，这也是致癌的重
要原因； 四是职场压力较
大， 且没有得到及时排泄，
积郁成疾，很多女性晚婚晚
育甚至不婚不育也增加了
乳腺癌的发病率。

第三， 随着更多乳腺癌
药物的上市， 患者在治疗上
有了更多的选择，医生的“手
段”和“武器”也就增多了。以
前治疗乳腺癌的药物很单
一，而现在，药物上市的步伐
加快了，经济快速发展，患者
“看得起病” 也更珍爱生命，
对治疗的期望值也高了，不
仅仅想保命，还想活得好。

罹患乳腺癌， 给女性带来的不止是
癌症本身的痛苦， 还有切乳之痛。 要保
命还是保乳， 是否两者只能选其一？ 钟
教授指出， 越来越多中青年患者会选择
保乳或是乳房重建手术， 以期有更高的
生活质量。

前几年，钟教授接诊了一位 30 多岁
的女患者， 病人的左侧乳房发现有癌细
胞，因为早期，完全可以考虑保乳；但患
者害怕保乳会增高复发风险， 坚决要求
乳房全切。 但出院后在定期复诊时，她
告诉医生， 生活中她明显感到不便（比
如影响夫妻生活质量， 担心戴义乳不小
心移位 、下水游泳和泡温泉不方便等），
并因此出现了心理障碍， 非常后悔并重
新开始考虑是否做二期乳房重建。

钟少文教授介绍，以前，由于对癌症
的恐惧和无知， 尤其是一些高龄女性大
都会放弃保乳治疗， 一发现患上乳癌，
大多数人选择一切了之。 但近年来，随

着医疗手段的提高，越来越多患者，尤其
是年轻乳腺癌患者有保命也保乳的要
求。 因此， 医生在治疗方案和策略上也
有越来越多的改变， 像广东省中医院乳
腺科就会在保证患者乳内恶性肿瘤切除
干净，疾病获得治愈的同时，尽可能还原
其乳房外形之美， 对中晚期乳腺癌患者
如果其意愿强烈，可以创造条件保乳，如
做新辅助治疗使病灶缩小、 或结合乳房
整形技术， 增加保乳的机会。 没有条件
保乳的，也可以考虑做乳房重建。

“乳房对于女性而言，除了有哺乳和
第二性征等特点， 更是自信和尊严的标
志，”钟少文教授指出，保乳手术和乳房
重建就是为了让女性患者不仅能活得长
命，还能活得漂亮和精彩！ 因此，在准备
切除恶性肿瘤手术时， 医生会把乳房的
外形和重建考虑到方案中， 争取一次手
术将“切与保”或“切与建”同时完成，以
减少二次手术对患者身心带来的痛苦。

做保乳手术还是乳房重建？两
者有何区别？ 钟少文教授介绍，这
与肿瘤的大小、乳房的大小以及切
除的腺体多少等因素密切相关。

保乳手术是针对恶性肿瘤较
小的患者，一般是早期患者，主要
有两种方法： 一是如果患者本身
乳房较大，可以进行腺体重整，把
乳房其他部位健康的腺体移位，
填充切除腺体后的局部凹陷；二
是如果患者乳房较小， 可以取部
分背阔肌瓣进行填充。

而乳房重建主要是针对恶性
肿瘤体积较大而乳房较小的患者，
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使用背阔肌
填充，由于切除的腺体较多，这时
可能要转移全部的背阔肌瓣；二是
使用带血管蒂的腹直肌瓣填充，

“拆东墙补西墙”；三是切除乳房全
部腺体，用乳房假体进行填充。

钟少文教授举例介绍， 有一
个令他印象深刻且痛心的年轻浸
润性乳腺癌的病例： 上周回来复
诊的一名 24 岁刚参加工作的女
孩， 洗澡时自摸发现乳房似有肿
块，后来 B 超等一系列检查证实
其左乳有 2 厘米大小的浸润性导
管癌，二期（有淋巴转移），花儿一
样的年纪，且未婚育，但病情却不

适合做保乳。
经过病情的评估和诊断，最

后钟教授选择为她做左乳全切和
乳房假体重建手术， 选择假体是
考虑到患者之后还要结婚生育，
所以没有选择腹直肌肌皮瓣。 术
后为防复发还需化疗， 化疗对身
体尤其是卵子有损害， 医生在用
药物保护患者卵巢的同时， 建议
她寻找医院“取卵冻结”保存，以
备今后生育所需。 患者完成化疗
后还有五至十年之久的内分泌治
疗。虽然治疗之路任重而道远，但
好在病情得到了控制， 如果能稳
定下来，三年后才可考虑生育。

钟少文教授介绍，在乳腺癌病
人的治疗中， 无论是保乳手术还
是乳房重建， 广东省中医院的技
术在国内已经比较成熟， 从 2003
年起， 专家们就开始了对此技术
的探索之路， 不断与国际先进医
疗中心进行交流学习， 同时也将
最新的新辅助化疗、靶向治疗、放
疗等治疗办法和传统的中医治疗
方法相结合，保乳和重建技术日渐
成熟， 并依据病人病情综合实施，
在保证病人疗效的情况下，不仅大
大提高病人保乳率和降低了复发
率，也提高了病人的生存质量。

保乳手术和乳房重建有何不同？

中医辅助治疗，减缓治疗之痛

“早知道应该听你了！ ”

专家简介： 吴艳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研究

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医药研究
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是呼吸系
统、消化系统疾病，专长于治疗
慢性咳嗽、胃肠疾病以及更年期
综合征、失眠等中医杂病。

出诊时间： 周三上午 出诊
地点：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内科门诊

秋季久咳试试
鹧鸪川贝南北杏汤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我国乳腺癌病人呈现三大特点

(感谢诺华肿瘤对乳腺癌患者的关爱)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实习生 谢佳熳 通讯员 宋莉萍

中西医结合治乳癌：

兼得！让 和“漂亮”
专
家
简
介

A
B

C

目前正处于夏秋交替之
际，广东的早晚温差大，感冒的
人很多， 于是我们身边经常能
听到咳声一片。 有些人感冒好
后咳嗽缠绵不愈很长时间，有
时可长达几个月或更久。 常见
症状如咽痒、 咳嗽时无痰或为
白痰。 这种咳嗽被称为慢性咳
嗽， 西医认为与过敏性咳嗽或
感染后综合征有关， 在季节交
替之际较为常见。 对于这类咳
嗽该如何调理， 广州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门诊吴艳
华教授为您支招。

久咳调理要养阴
润肺、健脾补肾

吴艳华教授建议： 对于这
类人群建议平补， 可以用些养
阴润肺、健脾补肾的食物。 食材
可选雪梨、苹果、橄榄、玉米、白
萝卜、芝麻、蜂蜜等；药材可选
用百合、淮山 、川贝 、玉竹 、南
杏、北杏、枇杷、陈皮等都适宜
吃。 特别提醒，对于这类咳嗽要
少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及生冷
过甜的食物， 少吃易加重过敏
的海鲜类产品。

为何治咳要健脾补肾？ 吴
艳华教授解释， 健脾是因为中
医认为咳嗽与五脏六腑功能有
关，非独肺也。 脾属土，肺属金，
脾虚会影响肺的宣发肃降功
能， 因此治疗上在止咳养肺的
同时，也要重视健脾祛湿，即中
医所言之“培土生金”法。 之所

以要补肾， 是因为久咳之后多
会损及肾气。

久咳食疗方推荐
鹧鸪川贝南北杏汤（一人份）

材料：鹧鸪半只 （若鹧鸪较
小可用一整只 ）、南杏 、北杏各
10 克、川贝 10 克 、姜 3 片 、无花
果 1 到 2 个。

做法：鹧鸪去内脏 、去皮后
切块， 飞水后放入其他材料隔水
炖一两个小时后，调味即可饮用。

用法：在咳嗽期间可以连服
一到三次（有外感症状时勿用），
作为预防也可每周饮用一次。

功效：鹧鸪入肺肾经 （久咳
不仅伤肺还伤肾 ）， 南北杏 、川
贝都有润肺止咳的作用 ， 此汤
特别适合久咳人群食用。

秋季“造人”好时节
孕前检查有必要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吴惠芬

人们常说“春华秋实”，但
是你知不知道，秋天不仅是收
获的季节，也是一个“播种”的
好时节。 秋季为何适宜“造
人”？ 如何做好孕前准备？ 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
中心欧建平教授给支招。

脾气突然变得暴躁
或是这种病惹的祸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黄月星

不想做有“痔”青年？
如厕时间不要超过 5 分钟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黄丹丹

大多数
人一生中都有

可能得过痔疮。 今
天我们就来好好地
认识一下这个闻名
江湖已久的菊花
残———“痔”。

图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