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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08

甲状腺癌
发病率高，死亡率低，但是…

据统计，我国2008～2012年甲状
腺癌发病率为7.56/10万，死亡率为
0.52/10万，甲状腺癌的发病和死亡分
别居癌症发病和死亡的第7位和第22
位。

目前，甲状腺癌筛查高度便利，
花一分钟做个B超，就能让甲状腺里
的所有小病便无所遁形。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这样的“透
明”也不全是好事——不必要地放大
了对患癌的恐惧。只有5%左右的甲状
腺结节患者，会被医生建议先跟踪、
随访、观察结节的变化。这样的甲状
腺结节需要就医：如果甲状腺的体检
报告上有这样的字眼，应该引起警
觉，尽快到医院去就诊：1、甲状腺结
节4级以上2、边界不清3、微小钙化灶
4、高度怀疑甲状腺癌

快住手！
良性→晚期，只因这些错误

每年，4万余例患者在华西医院
甲状腺外科获得诊治。其中，3000余
例得到了规范的手术治疗。

然而，在所有的就诊患者当中，
大概存在20%左右的患者因不规范治
疗，或错误的治疗方式，导致“二进
宫”来华西医院求助。

2019年春节期间，李志辉教授遇
到这样一个病例：“一位患者发现了
甲状腺包块，他没有处理，一拖就是
30年！直到2019年春节期间，他来找
我，情况特别差：颈部长了排球一样
大的包块，压迫呼吸道，导致呼吸道
梗阻，肿瘤转移，癌细胞在肺部弥漫，
万幸的是，经过华西医院多学科会诊
和精心的护理，情况慢慢有了好转。”
然而，更多的患者结局并没有这么幸
运。李志辉教授提醒：不想把“蜗牛”

变成“狮子”，以下做法别做了。
❶结节拖着不管

虽然只有30%的甲状腺结节的
人群当中只有5%有癌变的风险，但
是，没有专业知识的我们怎么能确定
自己就是那安全的95%呢？所以，当
出现结节首先应该请专业的医生排
出癌变风险，然后听从来自规范机
构，专业、靠谱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❷术后不按时复诊

医生在努力通过手术来帮患者
降低复发风险的同时，同时也会在后
期给予相应药物治疗，例如碘131治
疗及动态监控，否则仍然有恶化的风
险，所以，这就需要患者长期规律服
药及随访复查。
❸治疗不当

甲状腺癌的治疗需要循序渐进，
并非一次手术就可一劳永逸。如果用

“终极手段”治疗“初级癌症”，治疗不
留余地，若需要二次手术，则会造成
极大的困难，让患者和手术医生也承
受了不该有的手术风险。“甲状腺癌
不可怕，可怕的是选择了错误的治疗
方案。”

李志辉教授提醒，看正规医院专
科医生可以——
√ 能够提供正确的治疗意见；
√ 最大程度避免误诊、漏诊；
√ 能最大程度提供疾病危险度分
层；
√ 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多度治疗和治
疗不当；
√ 能够多学科，多维度对患者的治
疗提供全程管理建议。

甲状腺癌
规范就诊3步曲

很多人不知道，华西医院为甲状
腺癌症患者建立了绿色通道机制，对
于接受甲状腺癌症手术的患者，也建
立了便捷的随访机制。

治疗 甲状腺肿瘤要正规治疗，
对于疑难甲状腺疾病需要多学科团
队介入。这就像将分散的指头汇聚成
一个拳头，患者享受到最优化的治疗
方案，作为患者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手术 华西医院甲状腺外科增设
甲状腺疾病日间手术管理模式，即患
者入院前完成相关术前检查，入院当
天即可手术，术后第二天出院，后期
门诊随访。

这样的患者可以选择日间手术
（1） 18岁≤年龄≤55岁，无严重

合并疾病，重要脏器功能无明显异
常，ASA＜III级（麻醉评估）。

（2）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定位定性诊断明确，手术方式为：颈
部探查术＋甲状旁腺腺瘤切除术＋
术后喉返神经探查监测术。

（3）良性包块大小≤5cm，恶性包
块≤1cm，手术方式为甲状腺腺叶+

峡部切除/+单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
术中喉返神经探查监测术。

满足条件（1），同时满足条件（2）
或者（3）的患者可以考虑日间手术。

随访
随访中心不打拥堂，挂号便捷

不用打拥堂，就在华西医院门诊
部正对面的武侯利康医院就可完成
随访。利康医院属于华西医院管辖，
门诊医生也是来自华西医院甲状腺
外科的优秀医生、博士。该门诊主要
针对甲状腺疾病术后的随访。

预防甲癌/甲癌复发5个因素

❶个体遗传：
甲状腺肿瘤的发生往往是遗传

因素与外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对
个体而言，有条件的不要忘了基因诊
断这一利器哦。
❷电离辐射：

童年期的颈部辐射史作为甲状
腺癌的病因已经比较明确了；但就成
人而言风险相对较小。当然，辐射剂
量是关键。
❸微量元素摄入：

首先要说到碘，碘缺乏和碘过量
均可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甲癌复发
风险均可能会增高。其次，低硒可能
增加人群患甲状腺癌的风险，低硒可
能通过影响甲状腺激素水平和甲状
腺自身免疫反应诱导甲状腺癌发生，
增加硒的摄入可能有助于防治甲状
腺癌。
❹情绪压力：

负性心理因素对人类发生恶性
肿瘤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不良情绪可
致患者大脑皮层及下丘脑发生一定
变化，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人体免疫系
统，降低人体对肿瘤的抵抗力，增加
肿瘤复发风险。
❺肥胖及代谢紊乱：

肥胖是代谢综合征的核心环节，
由此带来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等也跟甲状腺癌的发生有关联。

（赵立莹）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器官
要慢慢老化，特别是你拥有的这
台“高精密仪器”，一定要省着用，
宠着养，那就是眼睛。

你的眼睛太累了！眼睛是新
时代的“劳模”。手机、平板、电视
……长时间连续用眼、近距离用
眼、光线过强、走路乘车时看手机
等不良用眼习惯，造成眼内肌持
续紧张，很容易引起视疲劳和调
节痉挛。

这几年，因过度盯电子屏幕
而引发的各种眼健康问题已经在
呈现“爆发式”增长，而且呈年轻
化趋势。

眼睛疲劳会诱发眼部疾病的
提早发生，比如白内障。几乎每一
个老年人都会面临白内障的困
扰，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那么，如何减缓白内障的发
生速度？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窍
门，让白内障发生得再晚一点。

那么，如何养好自己的眼睛
呢？得了白内障应该怎么办？记者
邀请你4月3号下午2点半参加这
场名医大讲堂，我们邀请到四川
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眼科研究
所所长，研究生导师吴峥峥到场，
为爱健康的您做白内障相关科
普，记者静候您的到来。

如何参加？1.微信扫码关注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点击底部
栏目条“名医大讲堂”免费报名参
加讲座；2.拨打电话报名：028
69982575。凡报名成功后将收到
通知短信，届时请凭借短信入场
（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时间：4月3日 14：30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

院西街1号 亚太大厦4楼成都商
报健康教育基地（地铁3、4号线市
二医院站B口出，右行300米）

（赵立莹）

报名参加或收
看“名医大讲
堂”，扫码关注
四川名医

下期预告下期预告

这种眼病可致盲，
几乎人人都要面对……

眼科专家吴峥峥教你这
样宠护你的双眼

华西医院每年接诊4万例甲状腺病患！

李志辉李志辉：：这这44件事件事，，是在恶化甲癌…是在恶化甲癌…

如果把“癌王”之称的胰腺癌的发展进程比作狮子，那么甲状腺
癌的发展速度可算是蜗牛了。因此，甲状腺癌有着这样的“美称”：温
柔癌、假癌、癌症里的小感冒……不少人还说“甲癌是最好治的癌
症”，得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真的如此吗？

不，蜗牛也有可能变异成超级飞侠，可能比狮子还凶！
“我必须提醒大家，甲状腺癌并非‘阳春白雪’！我遇到太多甲状

腺癌患者，如果当初他（她）不这样做，结局会大不同……”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甲状腺外科主任李志辉教授在上周二《名医大讲堂》上说。

随着甲状腺疾病的逐年高发，华西医院甲状腺外科已经成为不
折不扣的“网红科室”。其科室掌门人李志辉教授每天门诊时要接诊
120人次患者。让更少的人遭遇甲状腺疾病的痛苦，是李志辉教授
的心愿。他对患者和大众的提醒，都浓缩在这场《名医大讲堂》当中，
记者挑重点给您摆一摆。

甲状腺癌
MDT模式

出发日期：
4月27日左右（具体出

发日期及停靠点以铁路部
门正式批复为准）

成都商报咨询热线：

028-86513931
86781911

【出发日期】

4月27日左右（具体出发
日期及停靠点以铁路部门正
式批复为准）

【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出发前10日
（请游客自行办理好港澳通
行证及香港、澳门有效签注
各一次）

【专列价格】

硬卧：
上铺2580元/人，
中铺2880元/人，
下铺3180元/人
软卧统一价：
3680元/人
儿童（1.2米以下）：
1480元/人

【咨询报名小贴士】

◆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
部 咨 询 热 线 ：
028-86513931、86781911
◆咨询地址：成都锦江区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
媒大厦1楼（仅工作日上班
时间）
◆添加微信咨询详细行
程：fazai52099
◆扫描二维码关注成都出
发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
内容。

广告

我就是想去港珠澳大桥过一哈，
感受一哈——走嘛！

春游专列2580元起，畅游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厦门、漳州、武夷山、韶山，港澳段无购物

你过过最特别的桥是哪
一座？如果你跟着4月27日左
右出发的春游专列去一趟南
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会变
成“港珠澳大桥”！

这项被誉为“新世界七大
奇迹”的超级工程，历经5年规
划、9年建设，总长约55公里，
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
广东珠海和澳门，是目前世界
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粤港澳
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
跨海交通工程。

因为这座目前最壮观的跨
海大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
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驾
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从以往
的3小时缩短至45分钟！

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
部联合家天下国旅集团华运
号旅游专列推出的“广州、深
圳、珠海、香港、澳门、厦门、漳
州、武夷山、韶山12日空调旅
游专列”，将于4月27日左右
从成都出发，行程将特别安排
大家乘坐“港珠澳大桥穿梭巴
士”，见证“一桥飞架粤港澳”
的壮美奇观。

短短两周时间，报名持续
火爆，目前成都仅余100多个
名额，软卧更为紧俏。抓住机
会，跟随专列出游踏青吧！

“我就是想去港珠澳大桥过一哈，
感受一哈。”“哎呀我也是嘛，那个桥真
的太神奇了，会从海面上钻进海底，然
后再钻出来……”自本趟春游专列的
消息见报后，咨询报名的人就络绎不
绝，很多人都是冲着港珠澳大桥而来，
一提起港珠澳大桥，个个都是一脸的
自豪。

一位姓李的叔叔说，行程中的很
多城市例如广州、厦门、香港，他和老
伴都去过，而港珠澳大桥是最吸引他
的地方，“这个桥我是一定要去体验
一下的，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世界瞩目。”李叔叔说，刚好他们还有
一对朋友没咋去过南方，正好四人结
伴前往。

说到港珠澳大桥，李叔叔比工作
人员还清楚：港珠澳大桥总长约55公
里，23公里的钢桥，用钢量达42万吨，
相当于10个鸟巢或者60个埃菲尔铁
塔。同时它还拥有着超长“待机”时长
——120年的使用寿命。港珠澳大桥全
长5664米的海底隧道，是目前世界上
最长的海底沉管隧道。

白天如果天气好，在桥上可以看
到一望无际的海水和蓝天；如果是晚
上过桥，港珠澳大桥的夜景也不会让

你失望。据悉，港珠澳大桥夜景灯光采
用日常和假期双模式，日常模式返璞
归真，以白色为主色调呈现大桥本色；
节假日则通过变色LED灯，实现五彩
缤纷的变色效果。

本趟专列，可以一次性游览香
港、澳门、厦门、武夷山、韶山等旅游
胜地，性价比特别高。12天的行程，将
繁华的香港、美味的澳门、古老的漳
州华安、优雅的厦门、红色胜地韶山
等地一一细品。

值得一提的是，行程在港澳段无
购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游览景点、
参与节目。游客们将前往金紫荆广
场、浅水湾、太平山，欣赏维多利亚夜
景、瞻仰大三巴世界文化遗产。在香
港还安排有两个小众目的地，一是赤
柱，二是志莲净苑。

赤柱是一个滨海小城镇。沿着赤
柱湾一线，有许多风格各异的酒吧和
咖啡屋。酒吧是半露天式的欧陆风格
建筑。最特别的是他们这里喜用电动
蒲扇，扇出的微风掠过脸庞，添了几
分古雅情趣。志莲净苑背山面海，是
一座仿照唐代艺术风格设计的木构
建筑群，整个建筑群上盖部分没全是
瓦片及木材组成。

厦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城
市，鼓浪屿更有“海上花园、音乐之

岛、步行者天堂、万国建筑博览”之
称。本次行程将带你游览胡里山炮
台、鼓浪屿、南普陀、厦门大学、曾厝
垵、环岛路、珍珠湾等地。

福建漳州的华安土楼是本次行
程的另一大亮点。很多人以为它奇特
的只是圆形的外观，实则这土楼具有
非常巧妙的设计，看过后一定会惊叹
于古人的智慧。

华安仙都乡镇大地村的“二宜
楼”，是华安土楼的典型代表。“二宜
楼”环周有10个四开间、1个五开间、1
个三开间的单元，每个单元各自有单
独的出入口、小天井和独用的楼梯，
构成户内私密性的空间。环楼又围合
出中心内院，作为楼内多户合用的公
共空间。外墙中曲折的“传声洞”设置
便于呼唤又利于防卫，这在福建土楼
中独一无二。“二宜楼”还在单元内廊
楼面的木地板上开洞，洞口打开时几
个楼层之间形成通透的竖井。维修施
工使用的长木料可以通过洞口，轻而
易举地送上四层和屋面。这些人性化
细致而周到的设计，叫人叹为观止。

在武夷山，游客可以参加家天下
“大红袍”杯全国中老年文化电视艺
术节（武夷山站）活动。活动为集体项
目，不设个人项目，大合唱、集体舞、
太极拳/剑、柔力球、健身操、模特秀
等形式都可以。参赛内容要求健康向
上，传递正能量。艺术节将设置一等
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优
胜奖若干，分别都有现金奖励，最高
奖人民币2000元！

伟人故里韶山也是许多中老年
朋友喜欢的地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前往
伟人家乡，敬献花篮，缅怀伟人的丰
功伟绩，更有意义。

“华运号”是主打中老年旅游专
列线路的老品牌，拥有9年的运营经

验。相关负责人介绍，“华运号”在中
老年旅游专列市场的探索上取得了
许多的经验与成绩，深知一趟优质的
专列之旅来自三个方面——车外美
景、车内体验、所遇之人与所逢之事，
因此在设计和执行每一趟专列之旅
时，都从中老年游客的实际情况和需
求出发，按照这三个方面严格把关，
一条线路里融合丰富且风景各异的
景点、旅行节奏相对缓慢、中途不更
换火车、专业导游陪伴、专职保健医
生护航……

4月1日前报名的，有大礼包相
赠，包括价值198元“中国梦”纪念
衫+价值198元的港珠澳大桥通车纪
念章+“中国梦”品质包帽一套+旅游
集体照一张。

港澳段无购物，全程超多亮点

欢迎参加文化艺术节，团队最高奖2000元

提起港珠澳大桥，叔叔阿姨些好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