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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确诊很关键
快速诊断可救命

57 岁的林先生自半年前发现
自己颈部占位，当地医院穿刺活检，

未能明确诊断，遂慕名来到上海，辗
转各大医院，连续 3个月仍未能明

确诊断，故而未能进行有效的治疗。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林先生

的颈部肿块逐渐增大，开始压迫气

道，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了，急需抓
紧救治。

“像林先生这样的患者在临床
中实在不少见，在临床病理诊断无

法确诊之前，纵使医生技术高超，也
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疗。”熊红说道。

《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
皮书》显示：从发病到就诊，平均需

要 7.7个月；从初次就诊到最终确
定亚型，平均需要 2.5个月。理论

上，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治疗的原

则，早期的某些淋巴瘤有机会获得
治愈。遗憾的是，95%的病人发现时

已经晚期。而淋巴瘤的确诊高度依
赖病理诊断，如果能做到快速及时

的诊断，对患者而言就是在挽回生
命。

“风险再大也愿意为病人
努力一把”

为此，熊红将血液科的发展重
心放到了诊断这一领域，尝试将诊

断速度进一步提升。“令我最终下定
决心的是一位 80多岁的老阿姨，她

右侧颈部出现巨大肿块，疼痛剧烈，
难以入眠，非常痛苦。辗转各大医院

半年有余，中医西医都看遍了，还是

没有明确诊断。虽然临床高度怀疑
淋巴瘤，但是由于肿瘤处血供非常

丰富，手术及穿刺活检均有较大风
险而未能进行活检。等我看到她的

时候，真的很能理解这样的患者承
受的巨大的病痛，更希望能缓解他

们的痛苦。”自此，熊红下定决心，一
定要在快速诊断上下苦功。“尤其对

于复杂疑难的患者，就算穿刺风险
再大，我也愿意为病人努力一把，帮

助患者抓住治疗的希望。”
如今，在熊红的带领下，辅以整

个血液科团队的配合，徐汇医院血液
科基本已经能做到当天骨穿，1-3天

内活检，1 周内让患者获得病理报
告。诊断的提速，让后续手术、治疗能

够及时跟上，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得以
进一步提高，生存率也进一步延长。

她让血液科病房充满人情味

徐汇医院血液科的医生们常常

会说：“我们熊主任查房非常认真，
愿意花时间在查房上。”“熊主任真

是太有耐心了，一些专业的医疗知
识，我们以前很少主动解释给患者

听，熊主任可以不厌其烦的为患者
及家属答疑解惑。”“我们血液科病

房充满了人情味。”

谈到患者的时候，熊红的脸上
总是带着笑容。“可能因为我自己出

身清贫，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患者的
心情。说实话，来我们血液科看病

的，不仅仅面临经济上的压力，对患
者而言面临的心理压力只会更大。

而往往患者及家属对血液疾病的认
识又少之又少，在沟通过程中很容

易出现沟通障碍。在我看来，这就需
要我们医生主动去关怀。”因此，查

房这个能够近距离与患者沟通的过
程，就格外得到熊红的重视。即使平

时工作再忙，熊红查房都是非常严
谨细致，从患者疾病到身体和心理，

甚至家属的需求和心理，成了医院
出了名的“查房慢医生”。

“责备”患者只为延长生命

在血液科的病房中，不仅仅只
有温馨的谈话，有时还会听到熊红

严肃的“责备声”。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 14岁小患

者，在做完含培门冬酶的化疗后，对父
母说要吃炸鸡。父母心疼孩子十几天

都没怎么吃东西，不顾医生宣教，买来

了准备哄孩子吃。不巧正好被我看到，

我十分严厉地阻止了他的父母的行
为。”熊红回忆起来，不觉露出了哭笑

不得的表情。“血液科的治疗难度大，
花费高，炸鸡这类油腻刺激的食物不

建议在这类化疗后进食，因为有可能
会诱发急性胰腺炎。一旦发生，代价巨

大，孩子更遭罪。不是我们不让家长宠

孩子，而是宠的方式要适当。一些放纵
会引起巨大的后患，适当克制才能让

患者活得更久，走得更远。”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医生也应如

此。熊红认为，医生不止需要专业素
养，还要考虑到人的社会性。针对不

同的疾病，医生应该学会权衡。一些
预后好的疾病，如何说服患者家属共

同努力去治疗；一些预后差的疾病，
一味治疗并不理性，在什么时候什么

情况下可以让患者或者家属学会适
当放弃。“治疗不只是看数字，对于复

杂难治的患者，不止是按照指南按部
就班，更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个性

化治疗才是这类患者的治疗之本。”

淋巴瘤易复发
“平民方案”为平民

虽然部分淋巴瘤有较好的治疗
效果，但淋巴瘤却也容易复发。复发

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多次复发患者，
经济上越来越跟不上，是否就无路可

走了呢？熊红指出，针对复发难治及
经济压力较大，后期治疗新药及靶向

治疗跟不上的患者，徐汇医院血液科

制定了一套“平民方案”，个性化解决
不同患者的治疗难题。

此外，熊红建议，为预防淋巴瘤
的复发，治疗结束后不能掉以轻心，

仍需定期复查。治疗结束后前 2年复
发风险较高，复查频率通常在 3个月

复查一次，2年后可半年复查一次，5
年后可改为每年复查一次。日常生活

中，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科学的生活方
式及合理的饮食结构。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血液科主任熊红———

“守护患者生命线，是医生融入血液的态度”

■专家简介

熊 红
博士后 主任医师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血液科执行主任

从事血液病免疫发病机制及血液肿
瘤免疫治疗方面的研究，擅长骨髓瘤、淋

巴瘤、白血病等各类血液肿瘤的诊治，擅
长各类贫血、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性

疾病的诊治。 尤其在难治性骨髓瘤和淋
巴瘤、 复发难治性白血病的诊治方面积

累较多的临床经验， 并决心致力于疑难

血液病的诊治。

  提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徐汇医院血液科的熊红
主任，不论是患者还是科室医
生都会想起她那温柔的笑颜。

她的笑容为患者支起生命的
希望，她是患者心目中的最美
医生；她的笑容为科室医生带
来坚持下去的动力，她是医生
心目中最可靠的引路人。 她的
温柔坚定让她不断钻研学科，

带领团队勇攀医学高峰，更不
忘初心，只为造福患者。 叶雪菲

江中明
原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第二
军医大学医学博士、发表学术
论文 30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一项、 种植总监、擅
长微创种植及疑难治疗

周志英
原牙防所主治医师、中华口腔
医学会会员、擅长全口义齿疑
难处理，固定义齿修复、有近
30年的口腔工作经验、 有耐
心、责任心

爱心提示：本次义诊名额有限，需提前电话预约、并保留报纸凭证。

□义诊时间：10月11日、17日、18日
□义诊地址：黄浦区复兴东路1117号
（靠近老西门）

黄卫登字（2019）第 001223、001253、001254 号

□义诊预约电话：6308 5207
□义诊报名短信：编辑短信“义诊+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132 9603 8498

缺牙无小事 口腔义诊暖人心
牙科专家提醒:
    缺牙应及时修复，缺牙后“病从口入”的几率
相对较高 ,缺牙者得肠胃病的几率，和患老年痴
呆的几率都较高 ,中老年人很多疾病，都与缺牙
有关。

经批准华齿携手多名牙科专家举行大型口腔
义诊活动。 义诊期间特别开通（免专家挂号费、免
费口腔义诊、免费设计牙健康方案）等多项绿色通
道，解决各类牙缺失问题。同时送出 80个价值 380

元的爱牙大礼包! 机会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提前
电话报名！

本版块活动为公益活动，不向参加者推荐医疗服务或者其他商品，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如今正是体检季，不少女性发

现，体检报告上会出现子宫息肉这一
项。子宫息肉到底是什么？是否会癌

变？对此，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科主任来婷表

示，子宫内膜息肉也有发展至子宫内
膜癌的可能，但癌变的概率较低。

来婷介绍，子宫息肉，专业全称

为“子宫内膜息肉”。是一种突出生长
于子宫内膜表面，由子宫内膜腺体和

基质包裹血管而成的增生性炎性赘

生物。总发病率在 10%~15%，以围绝
经期女性的发病率最高，30岁以下

女性很少发病。主要临床症状为异常
子宫出血和不孕，约 70~90%的子宫

内膜息肉患者有异常子宫出血，表现
为两次月经间期出血、月经过多、经

期延长、不规则出血等，大约有

44.4%的育龄期女性和 36.1%的绝经
后女性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子宫内膜息肉的相关风险因素

至今不完全明确。中年后、超重或肥
胖、高血压、他莫昔芬（三苯氧胺）用

药史、单雌激素用药史（无孕激素拮
抗）等，被认为是子宫内膜息肉的高

危因素，也可能与遗传有关。
患上子宫内膜息肉有可能会导

致不孕，这是由于子宫内膜息肉的

存在可能会干扰胚胎着床，也可能
和炎症状态引发的子宫内膜容受性

下降有关。即便做试管婴儿成功率

也是低的，但息肉摘除后成功率会
明显得到提高。

那么，子宫息肉是否会癌变？来
婷指出，子宫内膜息肉的确有发展

至子宫内膜癌的可能，但癌变的概
率较低。有研究表明，大部分的子宫

内膜息肉是持续存在的，约 27%的

患者在随访一年后发现息肉有缩小
甚至消失，仅 0.5~3%的患者有发生

癌变的风险。息肉体积大、高血压被
认为是癌变的危险因素。

体检出子宫息肉是否有必要切
除？来婷认为，应根据子宫内膜息肉

的大小、有无症状而定。对于直径小

于 1cm、无症状的息肉，可随访观察。

对于体积较大、有症状的息肉，建议
手术治疗，不推荐药物治疗。宫腔镜

下子宫内膜息肉摘除是治疗金标准，
对于患有子宫内膜息肉的不孕女性，

手术切除息肉有助于自然受孕或借
助辅助生殖技术提高受孕率。

来婷建议，有月经紊乱、尤其是

处于围绝经期的女性，或者是有前
面提到的子宫内膜息肉高危因素的

女性，应及时去正规医院就诊，及早
发现并接受规范的处理。超重或肥

胖的女性，建议控制体重。接受激素
补充治疗且有子宫的女性，建议应用

雌激素的同时加用孕激素。(叶雪菲)

子宫内膜息肉会癌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