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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何大爷70岁，患十余年慢支炎、

冠心病，平时就关注各种养生知识、
保健品不断。2018年8月突然剧烈腹
痛，吃不好、睡不好，CT检查发现：腔
静脉后方、气管窿突旁、食管旁、主动
脉旁、肠系膜根部 5 处淋巴结长大，
最大约2.4×4.7厘米。彩超又发现颈
部等多处体表淋巴结肿大，切除一块
淋巴结做病理活检，确诊淋巴瘤。因
经济原因犹豫不决未予治疗，腹痛未
消腹部逐渐膨起。

10 月底复查 CT：纵膈、左心膈
角区、腹腔内、肝门区、肝胃韧带、门
腔间隙、小肠系膜根部、大网膜囊、腹
主动脉旁、双侧髂血管旁有 10 余处
淋巴结肿大，以及腹水、胸水、肝肾囊
肿，腹部已膨胀如鼓，最大淋巴结长
至6.6×12.3厘米。体重较2月前减少
10余斤，淋巴瘤进展需急救。

松山医话
1、腹腔肿瘤
腹腔肿瘤分胃癌、肝癌、大小肠

癌等实体肿瘤，以及淋巴瘤等血液肿
瘤，它们是分布于胃肠道、肝胆胰脾
及其邻近组织的包块。肿瘤异常长大
时会压迫胃肠道、胆道形成阻塞，或
者挤压肝脏、脾脏都会引起腹痛，中

医的谚语称之为“通则不痛、痛则不
通”。影响消化和排泄就恶心呕吐、腹
胀腹泻和便秘，破坏腹腔组织和血管
就破溃出血，并引发腹水胸水、炎症
感染等肿瘤常见的并发症。

突然腹痛、消化不良、大便异常，通
常与消化道和腹腔的炎症、溃疡有关，
否则要怀疑肿瘤的可能。当肿瘤包块短
期长大、病情凶险进展快，即引发急性
肠梗阻、胃肠壁穿孔大出血，肠道内食
物残渣流入腹腔引起腹膜炎。腹腔肿瘤
除表现腹部的局部症状外，还可能有发
热、体重下降、盗汗等全身症状，及血常
规、肝肾功等血液指标异常。何大爷从
未体检，腹腔有广泛的淋巴瘤而引发剧
烈腹痛，仅2个月包块就迅速长大、产生
大量腹水，既是肿瘤凶险的表现，也与
缺乏应对而难以抵挡有关。

2、防治误区
在肿瘤预防与诊治领域，专业的

诊断治疗，与大众的健康养生与疾病
预防区别很大。普通的康复养生理念，
重在预防保健、延年益寿，属于健康基
础上的锦上添花。而不少来自健康养
生的宣教，缺乏科学性与实用性的考
证，尚待商榷。临床医学涵盖预防治
疗、康复营养诸多方面，集社会、医学、
心理、人文于一身，重在处理疾病的诊

断与治疗，自然是健康养生难以替代
的领域。何大爷注重养生，却仍有很多
与百姓类似的认识误区需要纠正。

对于异常指标和症状，百姓也有
两种极端应对：要么过于担心而详细
检查、追求指标的理想化，容不得指
标的正常波动，以至于过度治疗；要
么视小病小痛于不顾，而以不具有疾
病诊治水平的养生小窍门作指导，而
缺乏专业医生的分析判断。

像慢支炎、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这些老年常见病、多发病，某些不适
的症状与肿瘤初期表现很相似。家里
人分辨不了、老年人感觉迟钝察觉不
到，很容易造成初期肿瘤没有及时应
对而短期进展恶化。

3、退而求和
不少腹腔肿瘤初期就是明显的

腹部症状，如果CT、彩超不能确定，
内科不能缓解就需要手术控查。单个
肿瘤可以手术、放疗，而肿瘤多处分
布、扩散转移、与周围粘连、易复发时
需要化疗。如果缺乏中医扶正，后续
治疗或难以为继。

何大爷的特点是：70 岁患淋巴
瘤，淋巴结广泛而无法放疗和手术；
单纯化疗很难承受或致身体越来越
虚，以及心肝肾和胃肠损伤。化疗导
致的并发症或致吃不下、睡不好，既
往的慢支炎、心脑血管病在化疗时或
将诱发加重；腹腔多个肿瘤融合、大
量腹水即是病情凶猛的表现，手术切
不干净包块唯有标准化疗，属中医

“本虚标实”证：体能不足的虚证与肿
瘤大包块的实证错综交织，已很难平
衡化疗的强度与体虚的耐受力，适度
化疗加中药属理想方案但难度大。建
议：首先降低肿瘤高负荷危险，再谋
长期生存；减量化疗、抽掉腹水解“标
实”之急；中医健脾利水以消腹水、补
益肝益而强骨髓。如此扶正祛邪，何
大爷的病情或有稳定的机会。

缺牙吃饭困难？戴假牙引发牙周
发炎肿痛？烤瓷牙伤及邻近好牙？

为帮助受牙齿缺失缺损、假牙不
适想换种植牙、牙松动、残根牙等牙
齿问题困扰的市民，由爱心单位发起
的“种植牙全城爱心援助”还在持续
进行。近日，已有众多想做种植牙的
市民通过电话报名获得了援助，请拨
援助电话028-69982575报名预约。
缺牙，种植牙可修复

种植牙植根于牙槽骨内，美观舒
适，无损邻牙，像真牙一样扎根口腔

内。缺牙颗数少的，可缺哪颗种哪颗。
养护好种植牙使用长达40年甚至更
长，高端种植牙享终生质保。
哪些市民能参与做牙援助？

此次援助，针对所有口腔有问题
的市民：长期缺牙、无牙、缺损、假牙
不适想换种植牙、牙松动、烤瓷牙失
败等均可报名参与。
种植牙，有哪些援助？

近日，为帮更多市民减少做牙费
用，只要电话报名，均可享援助。

1、做种植牙，每人均可享千元专

项援助，请先拨电话69982575预约；
2、进口种植牙包干援助，含牙根、

基台、牙冠、手术费、术前洁牙在内；
3、拔牙8.8元一颗（智齿除外）
4、全额免费：三维立体口腔筛

查，口内检查。
报名电话：028-69982575。

第四十期
本专栏由刘松山医生每周四发文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 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四川省拔尖中医师
微博：四川省中医院血液科刘松山
微信公众号：松山医学在线

刘
松
山

腹腔肿瘤，迅猛难挡！

缺牙齿，吃饭很痛苦 种植牙，可领取援助
来自各行各业
因足球而相聚

这是一支由平均年龄超过30岁的
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女足。她们是一群
很平凡的人，她们都有着不同的工作，
之前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她们因为足
球聚到了一起。

吴静，淘宝卖家；汤宽妮，医生；
王珏，石油工程师……她们来自各行
各业。每周至少踢一场球，平常练练
球。她们也有着自己的口号：“充分
发挥不怕晒黑，不怕腿粗的精神，疯
爱足球”！

队中年龄最大的刘瑶已经36岁，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队中年龄最小的
也30岁。在成都站的足金联赛赛场上，
与她们同场竞技的是20岁出头的小伙
子，在力量、对抗、速度都不占优的情
况下，她们竟以4比0的夸张比分结束
上半场比赛。其中一位女队员说：“其
实，我们并不在乎输赢，这些都是在一
起玩了9年到10年的朋友，跟朋友们一
起踢球，享受这个过程就很好。”

2009年，刘瑶从深圳回到成都后，
就在网上慢慢召集人一起踢球，对于
队员的身体素质、年龄等方面，则完全
没有要求，用刘瑶的话说就是，只要是
女生就能加入。到了2010年，队伍越来

越壮大。队员王珏说：“我当时就加入
了这个QQ群，一下就找到了这个组
织。”此时，锦城女足的前身，“成都女
娃子”足球队成立了。

“成都女娃子”足球队彼时打的是
11人制比赛，“每次比赛都能去15、16
个人”，刘瑶说。足迹基本上踏遍了成
都市内的足球场。

胜负不重要
重要的是感情

近10年后，随着队员们各自的工
作和家庭原因，有的人离开了成都这
座城市，有的人结婚生子，“成都女娃
子”足球队分散成了几支球队，其中一
批人成立了锦城女足这支队伍。刘瑶
说：“以‘成都女娃子’足球队为基础，
按东、南、西、北分成了几支球队，锦城
女足本上是南面的朋友聚在一起。”

锦城女足现在还有10个人，她们
目前踢5人制和7人制比赛。除了在足
金联赛闯入8强，锦城女足还以大区
第一名的身份晋级第十三届全运会
五人制女子足球社会组8强，并夺得
了省运会群众比赛五人制足球的第
二名。但对她们来说，荣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姐妹们在球场上一起挥洒
汗水的快乐。

王珏小学三年级接触过足球，也
去俱乐部试训过，但女足的环境不是
很好，因为文化成绩还可以，家长就
认为走考大学那条路会更好一些，所
以就没有进入专业队。加入了锦城女
足这个组织，对她来说，已经和球队
的姐妹有了深厚的感情，“我们都不
在意成绩，每周有一到两场的友谊
赛，锻炼了身体，也体会到足球的快
乐，这几年下来还能一起踢球的，大
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比较相近，踢
球也是以球会友。”

王珏在2010年入队，此前也在外
地工作，这位中石油的工程师入队的
看法也与刘瑶相近：“每周都能有和男
足队员一起训练和锻炼的机会，这也
让我们在身体素质、脚下配合等各方
面都得到均衡发展。我们球队十分享
受足球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积极参加
各种比赛，虽然比赛失利遭受淘汰，但
还是向对手及场下球迷展示出我们球
队阳光的一面。”

家庭责任越来越重
足球没那么简单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大家经常
顶着12点的太阳踢球，晒得黑黑的。但
我们不怕太阳，不怕风雨。”刘瑶说。现
在，姑娘们的最大困难来自生活的改
变。“男主外，女主内。”随着结婚、生
子，对锦城女足队员来说，踢球变得越
来越困难。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基本上
都在成都市区踢球，最远的一次远征
就是去天津参加全运会。

刘瑶的两个龙凤胎孩子在11月14
日刚好2岁，在怀孕、生子期间，她错过
了征战天津全运会赛场的机会。由于
是自由职业，她平时空闲时间比较多，
但如果要踢球，有时也只有把孩子带
到球场，她说：“现在年龄大了，我很少
踢完全场，两个孩子由我和父母一起
带，孩子太小有点粘人，所以有时没办
法，只能一起带到球场。”

现在球队里有三个妈妈，有的
孩子大一点，妈妈就把孩子带到球
场，比赛时，孩子就一直在场边给妈
妈加油。

邓浪静则很幸运，她是球队的队
长，也是一名青训教练。她从小在父亲
的熏陶下，爱上足球并决定学习足球，
邓浪静说：“我小时候碰上了一个温柔
的教练，在训练场上教练尽可能地将
最柔和的训练方式给予我，就像是父
亲对待女儿一般。”

但高考未能让她如愿，邓浪静说：
“我只填报了成都体育学院，但没能考
上，后来学习了酒店管理。大学生活中
也从未缺少过足球，工作之后就加入
了锦城女足，后来我放弃了7年的酒店
工作经验和相对安逸的工作环境，最
终考取了教练员资格证，成为了一名
足球教练。”邓浪静也身兼球队教练一
职，“我们是以赛带练，一般和男队踢。
女生的身体、速度都没男生好，所以打
传控比较多。”

让锦城女足队员开心的是，每次和
男队一起踢球，对方都很有绅士风度，几
乎不用女足队员们给场地费。对锦城女
足队员来说，有赞助商赞助服装，其他费
用大家AA制，把足球一直踢下去，直到踢
不动为止，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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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午，为参加重庆万州
U21 四国赛，以希丁克为首的教
练组与 32 名球员的中国国奥队
已经在万州集结完毕，并入住
万州富力希尔顿逸林酒店，准
备 今 日 19 时 35 分 与 泰 国 队 的
首场比赛。

由于本场比赛是荷兰名帅希
丁克的首秀，因此媒体与广大球迷
对于本支国奥队的期望值与关注
度特别高。据体坛周报报道，希丁
克赛前在面对媒体时说：“万州四
国赛于11月15日就将展开，而队
伍就只有三天时间进行备战，这完
全不符合我的执教习惯”。按希丁
克习惯，参加这种比赛，赛前至少
需要五天到一周的集训时间，但如
今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 15 日就
将首战泰国队。

据了解，球队于12日下午4点
在训练条件更好的重庆奥体中心
内场进行了本期集训的首堂训练
课。教练组出发时，希丁克不仅严
格守时，甚至比部分成员登车的时
间还要早。在集训的首堂训练课
上，希丁克并没有先安排球员围绕
场地慢跑，而是在健身房中进行长
达半小时拉伸热身的“唤醒训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希丁克非
常注重训练的质量、效率，所以他
希望让队员们尽快把身体热起
来”。而且按照他的规定，训练期间

无论教练组成员还是后勤服务管
理人员都不得使用手机，所有的训
练内容对外界严格封闭，希丁克希
望所有成员都专注于备战，通过
严格治军给球队创造相对“安静”
的备战环境。在训练中，希丁克在
带队过程中非常注意细节，他会
不时召集中外助手“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

今年3月，U21国青曾经和泰
国U21有过交手，场面并不占优。
赛后，时任主教练孙继海也承认对
手踢得更出色。但泰国队在今年印
尼亚运会期间成绩不是很理想，小
组赛未能出线闯入 16 强，随即主
教练斯里马卡被泰国足协宣布“下
课”。本月5日，泰国足协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巴西人亚历山大·伽
马成为泰国 U21 国奥队主教练，
将率队准备2020年在本土进行的
第四届亚洲U23锦标赛暨东京奥
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巴西人宣称：

“我的目标是杀入三强、拿到东京
奥运会男足赛入场券。”其实，熟悉
亚冠的球迷对于伽马并不陌生，他
在2014年至2016年执教武里南联
队期间，曾多次率队出战亚冠联
赛，在2014年以1比0击败过山东
鲁能，在2015年以5比0击败过广
州富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实习记者 弯山

上半时结束上半时结束，，记分牌上记分牌上，，锦锦
城女足城女足44比比00领先蓉乐领先蓉乐FCFC队队，，最最
终终，，44比比22，，女足战胜了男足女足战胜了男足！！

““我们也没想到会输给女我们也没想到会输给女
队队，，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她们相互之间的她们相互之间的
配合非常默契配合非常默契，，而且是有基本而且是有基本
功的功的，，我们上半场被打了个措我们上半场被打了个措
手不及手不及，，说实话说实话，，我们比较轻我们比较轻
敌敌！”！”蓉乐蓉乐FCFC队的队员说队的队员说。。

20182018足金联赛足金联赛（（五人制五人制））的的
成都分站赛场上成都分站赛场上，，并没有单独设并没有单独设
置女子组置女子组，，只能和男队一起踢只能和男队一起踢，，除除
了在第一场比赛时多上了一名球了在第一场比赛时多上了一名球
员外员外，，再无其他优待再无其他优待。。之所以出现之所以出现
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文章开头的那一幕，，那是因为在那是因为在
成都站的比赛上成都站的比赛上，，锦城女足竟战锦城女足竟战
胜蓉乐胜蓉乐FCFC队进入了队进入了88强强。。此外此外，，锦锦
城女足还获得第十三届全运会五城女足还获得第十三届全运会五
人制女子足球社会组八强人制女子足球社会组八强、、省运省运
会群众比赛五人制女子足球的第会群众比赛五人制女子足球的第
二名的惊人战绩二名的惊人战绩。。成都商报－红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近日联系上了这群由星新闻记者近日联系上了这群由
淘宝卖家淘宝卖家、、医生医生、、石油工程师石油工程师、、公公
司职员组成的业余女子足球队司职员组成的业余女子足球队，，
听她们讲述了背后的故事听她们讲述了背后的故事。。

吴静 31岁 淘宝卖家
孩子2岁半

汤宽妮 34岁 外科医生

焦丽 31岁 软件工程师

刘瑶 36岁 自由职业
两个2岁的孩子

王珏 34岁 石油工程师

邓浪静 32岁 足球教练

王培曦 32岁 HR 孩子4岁

李晶 31岁 体育老师

邹琳 32岁 公司职员

马琳 30岁 销售

万州U21四国赛今日开战

希丁克首秀打泰国

锦城女足名单

用歌曲讴歌中国梦、阐释中国
梦、唱响中国梦，对凝聚各方力量，
激励人们投身民族复兴，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从今
天开始，本报将推出“第六批‘中国
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专栏，向读者
陆续推介优秀歌曲，讲述创作者的
创作故事与创作心得。

从 2013 年至今，中宣部等开
展的“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推
广活动，已经走过 5 年，共遴选推
介了 130 余首优秀音乐作品。“当
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
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2018
央视狗年春晚，歌手韩磊首唱《再

一次出发》时，深情而豪放的歌声
与身后大屏幕上的画面相得益彰。
这首屈塬填词、王备谱曲的歌曲，
以其大气恢宏的曲风和细腻动人
的歌词，受到观众和听众喜爱，也
入选“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
歌曲”，位列首位。屈塬说，这首歌
借用经典曲目在人们心中积淀的
文化蕴含，能轻而易举地拨动人们
的记忆，让歌曲具有丰厚的内涵。
王备说：“这首歌既不是纯粹的高
亢嘹亮，也不是纯粹的抒情感怀，
而是均衡了两者，既有史诗感，又
有人文情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再一次出发》
入选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锦城女足在成都名气很大

省运会获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