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胃癌早期十大报警信号
! !

胃癌作为一种恶性肿瘤!和其他恶

性肿瘤一样!如果能在早期发现!并及

时治疗! 就能够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甚

至能够完全治愈" 然而!事实确是相反

的!大多数胃癌患者发现胃癌时!病情

一般已经到了中晚期!早已错过了最佳

治疗时机" 因此!治疗胃癌就要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以下就是周口市中医院消化内科

的专家在临床中总结的
!"

种胃癌早

期报警信号$

!#

患者在早期!胃部会出现一些

较小的肿块!并逐渐增大"

$#

在生活中!吞咽食物时经常有

哽噎感!疼痛#胸骨后闷胀不适或胸部

异物感"

%#

经常有消化不良#上腹部饱胀

不适或食欲不振等现象"

&#

持续性干咳#痰带血丝#声音嘶

哑或鼻塞不通气#流鼻血!有时伴头痛"

'#

疣或黑痣明显变化!如颜色变

深!迅速增大!瘙痒#脱毛#渗液#溃烂#

出血等"

(#

原因不明的大便带血及粘液!或

腹泻便秘交替出现!原因不明的血尿"

)#

原因不明的泌乳!乳头有血性

分泌物或糜烂"

*#

月经期不正常的大出血!月经

期外或绝经后不规则的阴道出血!接

触性出血"

+#

原因不明的发热#黄疸#贫血或

体重下降"

!"#

身体的一些部位不知为何发

生非外伤性溃疡或瘢痕上出现溃疡!

长期不愈者"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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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肠胃疾病关"据世界卫生组织

统计!胃病的发病率高达
*";

!且发病呈年

轻化趋势" 消化科专家简一平说!现在三四

十岁的上班族中胃病患者的数量在不断增

多!以胃病
<

消化不良#慢性胃炎等
=

#炎症性

肠病
<

如溃疡性结肠炎等
=

最为常见" 饮食不

规律!爱吃熏烤#高盐#辛辣食物!又嗜爱烟

酒!这些不良习惯都会破坏胃肠道的正常功

能!严重损伤胃粘膜!导致肠胃疾病!也增加

了癌变几率" 因此!这一年龄段的人应该尤

其保护肠胃" 除了饮食规律!坚持%早吃好#

午吃饱#晚吃少&的原则外!还应少吃或不吃

腌菜#烟熏和油煎食物!杜绝霉变食物!戒烟

限酒!多吃新鲜蔬果和粗粮#薯类等富含膳

食纤维的食物" 另外!要适量运动!养成每天

定时排便的习惯" 如果出现上腹部不适#心

窝隐痛#食后有饱胀感#食欲不振#消瘦!大

便呈黑色柏油样等症状!应及早就医"

&"$("

岁$骨骼关" 研究证明!人体骨骼

最强健的时期在
$"$&"

岁" 一旦过了
&"

岁!

骨质流失的速度就超过形成速度!骨量开始

下降!骨质逐渐变脆" 骨科专家齐强说$%实

际上!骨关节从
%"

岁开始就退变了" 尤其是

膝关节#髋关节#腰#颈#脊柱等很容易出现

疼痛#炎症或病变" &到了
&"

岁!人的关节软

骨退化!关节间隙越来越狭窄!甚至逐渐消

失!退行性关节炎是此阶段最多见的膝关节

疼痛的原因" 齐强提醒!现代人应重视运动!

多走路或游泳!以避免过度运动对脊柱和关

节的磨损!平时还要多晒太阳" 另外!建议年

过
&"

岁的人要定期检测骨密度! 以便尽早

采取防治措施"

'"$)"

岁$肿瘤关"

'"

岁后是癌症向人

体%发难&的集中年龄段" 肿瘤外科专家孙凌

宇解释!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暴露于致癌

环境中的时间相应增多!大气污染#职业等

致癌因素累加!就容易导致细胞癌变!一些

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癌症也逐渐露出 %狰

狞&的面目" 而过了
'"

岁后!人体激素水平

开始下降!免疫功能逐渐降低!原本能被免

疫系统控制的癌基因或突变细胞!也会逐渐

癌变" 有的癌症可能早在多年前就潜伏下

来!到了
&"$'"

岁以后才发病" 因此!防癌至

少要提早
$"

年" 也就是说!过了
%'

岁就应

每年做
!

次防癌体检!尤其是有肿瘤家族史

的人" 具体来说!烟龄超
!"

年的人!应每年

进行
!

次螺旋
>?

检查'有萎缩性胃炎等胃

病的人!应每年做
!

次胃镜'有结肠癌家族

史的人! 建议查大便隐血和做肠镜'

%'

岁以

上的男性要筛查前列腺癌!女性则筛查宫颈

癌和乳腺癌"

'"$*"

岁$心脏病和脑卒中关"神经内科

专家李焰生说!很多人的心脑等重要器官长

年高负荷运转!加上各种不良嗜好!平时又

不注意保养! 血管在
'"

岁左右已经逐渐硬

化!血管壁上布满斑块" 这时再给身体加码!

心脑血管极易发生急性堵塞! 突发脑卒中#

心肌梗死等急症" 李焰生建议!饮食上的预

防最重要" 首先!应少吃或不

吃高盐# 高脂# 高糖的食物'其

次!改变久坐的坏习惯!增加运动" 快

走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提高心肺功

能都有帮助! 每天走
&"

分钟到
!

个小

时'再次!不管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定

期体检!关注体重#腰围#血压#血脂#血

糖等指标!还要提醒自己!什么时候开始

戒烟都不算晚" 除此以外!

'"

岁左右的人

一旦感觉到胸闷#气短#前胸痛!或体力突

然下降#极度乏力!千万不要扛着!一定要提

高警惕!去医院检查!以免错过救治时机"

)"$+"

岁$痴呆关" 李焰生介绍!多项研

究发现!

('

岁以后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会逐

渐增加! 七八十岁是比较集中的发病阶段"

李焰生表示!研究发现!高血压#糖尿病#心

脏病吸烟# 酗酒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

素! 也是引发老年性痴呆的重要因素"

虽然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年龄#

性别或遗传背景!但积极控制

这些危险因素! 不仅能预防

心脏病#脑卒中!还能预防或

减轻老年性痴呆带来的危

害" 另外!大脑越用越活" 老

年人一定要多做智力练习!保

持终生学习和运动! 多跟人聊

天!上上老年大学!跟别人打打牌!多看书写

字等" 需要提醒的是!老年痴呆很难发现!子

女得多加留心!如果发现父母经提醒后还会

忘记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或看电视剧老忘掉

前面的剧情等!就应及时到神经科就诊"

!晓时"

微创治疗能根治早期胃癌吗

! !

专家介绍#张明!男!汉族!本科学

历!主任医师!中共党员!现任周口市

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河南省医学会

消化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医

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 周口

市医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 周口市医学会消化疾病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张明同志先后多次荣

获周口市中医院%先进工作者&称号!

%有突出贡献的临床专家&称号!并获

%周口市医学科技贡献奖&中共周口市

委%拔尖人才&!周口市政府%五四三人

才&等!他所在的消化内科和内镜室也

多次被评为先进科室"

早期胃癌是指胃粘膜内癌和粘膜

下层的癌!与淋巴结是否转移无关"

早癌不开刀!内镜下能切干净吗(

不光是一般患者对此有疑问! 即便是

行医多年的老大夫对此也心存疑虑"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疑虑是正常的!源

于我们对于癌性肿瘤的恐惧心理以及

认知不足!这是自然的!故此部分患者

宁愿放弃内镜微创治疗! 选择创伤更

大的外科手术"

事实证明!大可不必如此"看看下

面的病例吧"

!++(

年 ! 东京国家癌中心医院

研究
!"""

例粘膜内早期胃癌外科切

除术的患者后 ! 发现这种类型的早

期胃癌淋巴结转移风险非常低 !没

有必要进行外科根治手术加淋巴结

清扫术"

$"""

年 !

@9A9B/

等检查了
'$('

例进行胃切除加淋巴结清扫术的早期

胃癌患者!发现仅
$#%;

的患者出现局

部淋巴结转移"在这些病变中!淋巴结

转移和低分化#印戒征#淋巴管浸润#

病变大于
%8.

伴浅表溃疡相关" 侵及

粘膜下层的患者! 有
!*;

出现淋巴结

转移!但病变小于
%8.

伴粘膜下浸润

小于
'""C.

! 组织学提示高分化或中

分化! 没有淋巴管浸润的病例显示没

有淋巴结转移 " 日本胃癌协会制定

,DE

适应症包括了粘膜内癌和粘膜

下微小浸润)

F.!

*" 结直肠粘膜内肿

瘤没有淋巴结转移! 粘膜下浸润深度

小于
!"""C.

淋巴结转移风险极低 !

在日本被定为
,DE

适应症"

近年来! 随着消化内镜技术的发

展!消化道早癌的诊出率逐渐增高"对

于消化道早癌的治疗! 除了传统的外

科手术外! 目前尚可以选择消化内镜

下微创治疗" 内镜下微创治疗相对于

外科手术! 具有很多外科手术不可比

拟的优势!比如创伤小#病人恢复快#

住院时间短#住院费用低等"

目前! 周口市中医院消化内科已

经开展了各种消化道早癌的内镜下治

疗办法" 该院目前对早癌
,DE

的绝对

适应症为上皮层)

.!

*#固有层)

.$

*病

变!因其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粘膜肌

层)

.%

*#粘膜下浅层
<F.!=

为相对适应

症!需要考虑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

淋巴管浸润情况" 该院参考病理科的

意见!目前掌握的标准较严格!浸润深

度掌握在
.!

和
.$

! 侵及粘膜肌层就

会和患者及家属沟通! 追加手术或化

疗"

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个细节!是周

口市中医院消化内科全体人员的不懈

追求" 他们承诺$严格筛选病例#仔细

标记病变边界#严格病理评估#术后严

密随访"他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内镜

下确实可以彻底根治早癌"

周口市中医院消化内科)脾胃科*

是集消化内镜# 临床诊疗及住院病房

为一体的科室" 目前拥有日本原装奥

林巴斯电子胃镜三套!电子肠镜两套!

电子十二指肠镜一套! 潘太克斯电子

胃镜#电子结肠镜各两套!德国爱尔博

内镜下高频电刀# 氩气刀及胃幽门螺

杆菌检测仪)

>!&

呼气检测仪*和全球

领先的智能胶囊内镜! 并拥有国内最

先进的内镜洗消中心" 其中奥林巴斯

电子胃肠镜具有高清#放大#窄带成像

功能!能及时发现早期食管癌#胃癌#

结肠癌及各种癌前病变! 并能及早进

行镜下治疗!如粘膜切除 )

,GH

*!粘

膜剥离切除)

,DE

*等" 十二指肠镜可

进行逆行胰胆管造影)

,H>I

*!乳头括

约肌切开取石)

,D?

*等"

张明和科室人员一起进行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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