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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的防治 

癌症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安全的常见病、多发病，是人口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每年新增癌症病例 1,100 萬，死于癌症的

患者近 800 萬。如不採取有效措施，预计到 2030 年，全球每年新增

癌症病例將增至 1,600 萬，死于癌症的患者將增至 1,200 萬。 

在人的一生中，每 5 个人就有一人死于癌症，这就是当今人们

“谈癌色变”的原因。然而 6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60~70%以上

的早期癌症是可以治愈的，所以癌症又是不可怕的，关键在于无癌早

防，患癌早治。 

一、 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 

肿瘤分两大类：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常统称之为癌症）。良性

肿瘤生长缓慢，除在要害部位占位有影响外，一般对健康和生命没有

危害。恶性肿瘤生长迅速，与人体争夺营养，产生有害代谢产物，破

坏人体正常器官组织结构，对人体健康极为有害，如不及时进行有效

治疗将会夺人生命。恶性肿瘤又分癌和肉瘤，癌发病率占多数，肉瘤

仅占 10%，但恶性程度高，治疗效果差，危害更大。 

二、 人为什么会长癌？ 

癌症的产生是人体某部位的细胞在致癌因素作用下，使一个或

几个细胞的基因受到损伤产生突变，然后这些细胞不按人体需要，不

受人体控制地活跃地无限制地增生，这些无限增生的细胞常常在一起

形成肿块，这就是肿瘤。 

人人体内都有癌症遗传基因，人人每天都在接触致癌物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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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受到癌症威胁，为什么有人患癌有的人不患癌呢？这是因为人体

内虽然有致癌因素威胁，同时又有抑癌、抗癌因素保护，在这对矛盾

的不断斗争中，只有致癌因素占上风时，人体内才会长癌，反之就不

会长癌。 

人体内存在的致癌因素有：癌基因、致癌物质、免疫功能低下

等；抗癌因素有：抑癌基因、免疫功能、饮食中含有的对致癌物具有

阻断、破坏的物质和对癌症具有抑制、杀伤的物质。 

三、 什么人会患癌？ 

下列人群具有较高患癌风险： 

1、 年龄：3~6 岁儿童肿瘤高发，20 岁以后每增加 10 岁患癌率

上升 2.7 倍，40~60 岁为患癌高峰； 

2、 性别：除女性特有癌外，男性多于女性； 

3、 遗传：与癌症患者有血缘关系的人有更高患癌风险，临床

上偶然可见高癌家族现象。如母亲患过乳癌，其女患癌风险高 3 倍，

母亲绝经前患双侧乳癌,其女患癌风险高 8~9 倍。 

4、 区域：如中国北方上消化道癌发病较高，东南沿海及江南

肝癌发病较高，两广鼻咽癌发病较高； 

5、 不良嗜好：吸烟指数达 600（每天吸烟支数×吸烟年数）

者患肺癌的风险高 25 倍；饮高度者酒上消化道癌多发（酒精本身并

无致癌性,是酒精对内脏损伤引起的慢性炎症导致癌变）； 

6、 生活习惯和态度：大便每天少于一次者肠癌发病率升高，

性生活混乱而频繁者宫颈癌发病率升高，不生育或生育后不喂奶者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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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发病率升高； 

7、 肥胖：肠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 发病率较高； 

8、 癌前病变：口腔、消化道、外阴阴道粘膜白斑、慢性炎症

病理报告异型增生或不典型增生巴氏三级、萎缩性胃炎、宫颈息肉、

肠道多发性息肉、乳腺囊性增生等易转变为癌，故称之为癌前病变； 

9、 病毒感染：鼻咽癌发病与 EB 病毒感染有关；肝癌发病与

乙肝病毒感染有关，宫颈癌发病与疱疹病毒感染有关，恶性淋巴瘤发

病与病毒感染有关； 

10、 慢性疾病：慢性肝炎、肝硬化、乙型肝炎 5 年以上患肝

癌的风险较高，长期不愈合的溃疡癌变率很高； 

11、 性格孤僻、内向、自卑的人比性格开朗、乐观、自信的

人癌发病率高；离婚、丧偶、家庭不和睦、受过精神创伤的人癌症发

病率也会升高。 

四、什么部位容易长癌？ 

除毛发和指（趾）甲外人体内外从头到脚都可以长癌，但因人

体各部位各器官各组织的功能、新陈代谢、接触致癌物质不同，癌症

发病率也有很大差异。 

男性癌症好发部位发生的癌症依次是：胃癌、食道癌、肺癌、

肝癌、肠癌、白血病、鼻咽癌、脑瘤、淋巴瘤，共占男性癌病总数的

92.6%。 

女性癌症好发部位发生的癌症依次是：胃癌、宫颈癌、食道癌、

肝癌、肺癌、肠癌、乳腺癌、白血病、鼻咽癌、脑瘤，共占女性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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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90.3%。 

五、癌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们常常看到某人患病到医院一检查就诊断为癌症，怎么治疗

也不见效，不久就与世长辞了，似乎癌症是突然发生，迅速发展，给

人措手不及的感觉。其实癌症早已在体内潜伏多年，只是癌症早期没

有任何症状而已。 

癌症细胞增殖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即一个癌细胞分裂成二个

癌细胞，二个分裂成四个，四个分裂成八个……如此翻番增殖 30 次，

癌细胞总数达 10 亿个，重量才 1 克。肿瘤倍增时间一般为四个月至

一年，30 个倍增时间就是 10~30 年。增殖最迅速的肝癌细胞倍增时

间为一个月左右，要二年半才能长到 1 克。可见，从第一个细胞癌变

到长到 1 克所需要的时间是漫长的。但从 1 克开始病情发展就有了质

的变化，1 克变 2 克，2 克变 4 克，4 克变 8 克……再经 10 次倍增癌

细胞总量就能达 1000 克，人也就会死亡。 

癌症发生转移和出现症状与癌细胞数量有关，但不同癌症转移

的迟早也不同。脏器小、组织致密、恶性程度高的癌症可能小于 1 克

或一二克、三五克就发生了转移，如恶性黑色素瘤、宫颈癌等病灶很

小就可能发生转移。原发性肝癌可能长到 50 克还未发生转移。症状

出现就更晚。 

癌症早期一般无症状，中期症状也可以没有或很轻微，到晚期

才会出现明显症状和典型症状，因此，有症状才到医院就诊的癌患者，

癌已在体内存在多年，病已到晚期，预后很差。要想预防癌症，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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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到医院做防癌检查，才能早发现早治疗，取得最好疗效。 

六、 癌症会传染吗？ 

世界医学至今也没有发现癌症会传染的事例和依据。在医院肿

瘤病人住在一起，从来没有发生癌症互相传染的事。肿瘤科医生长期

接触癌症病人并未采取防范措施，其癌症发病率也没有比普通人升

高。癌症病人的家属长时间护理癌症病人，也没有发生过被传染的事

例。大量事实证明，癌症是不会传染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许偶然会发现某个家庭中先后有几个人

患了癌症，其实这并不是传染的结果。这种现象叫做癌症聚集现象，

或叫高癌家族，其引起的原因有二：一是家族遗传倾向，即家族成员

身体里存在倾向致癌的遗传基因缺陷，这种人对致癌因素更敏感，更

容易发生癌症；二是一家人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享用相同的饮食结

构，摄入较多同样的致癌物质，如地区性的硒缺乏，食物中含有较多

亚硝酸盐、黄曲霉毒素等强致癌物。这样的家族癌症的发病率自然就

比较高。 

七、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存哪些致癌因素呢？ 

引起人类癌症的各种因素及其所占比重如下： 

1、 遗传易感性 2%； 

2、 饮食 30~35%，如食物中含有亚硝酸盐、黄曲霉毒素、

高脂肪、高热量、低纤维及不科学的食物加工等； 

3、 吸烟 30~32%，易导致肺癌等； 

4、 病毒感染 10%，病毒可直接损伤细胞的 DNA，改变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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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基因致癌，如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疱疹病毒、EB 病毒等； 

5、 性生活不洁 7%，导致生殖器官癌症； 

6、 饮酒 4%，损伤上消化道粘膜及肝脏，引起慢性炎症和

增生，导致相应癌症； 

7、 工业职业暴露 4%，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的具有致癌性的

物质，导致皮肤癌、肺癌等； 

8、 环境污染 2%，如工业废气废物、车辆尾气、居室装修、

电器污染等； 

9、 食品添加剂 1%，如香精、糖精、色素、防腐剂等； 

10、 放射线 1%； 

11、 其它未知因素 5%。 

七、 吸烟与患癌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一支点燃的吸烟能放出大约 6800 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其中焦

油、尼古丁、苯丙芘、甲醛、氧化胺、氰氧化物、一氧化碳、亚硝胺、

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以及钋一 210 发出 的放射线等都是致癌性很

强的致癌物质。据统计，各种癌症死亡人数中，30%与吸烟有直接关

系，尤其是肺癌的发病，吸烟者比不吸烟者肺癌发病率高 20 倍，85%

的肺癌是吸烟引起的。 

值得欣慰的是，吸烟的不良作用是可逆的，吸烟者的癌症高发

水平可因戒烟趋年下降。研究表明，戒烟的头 3 年癌症发病率略有上

升，第四年起癌症发病率开始下降，15 年癌症发病率可以降到与不

吸烟者同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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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何警惕和发现自己是否患癌？ 

癌症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照常生活、工作和劳动，很难引起人

们注意。当癌症已经出现症状或体征时，常常已经不是早期了。因此，

学习癌症防治知识，提高对癌症的警惕是很有必要的。 

早期发现自身癌症的方法有二：一是自我观察和检查；二是到

肿瘤专科医生那儿去做防癌检查。 

能自己检查发现的癌症癌有：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口腔癌、

舌癌、乳腺癌、阴茎癌、睾丸癌、女性外阴癌。能自己发现线索的癌

症有：鼻咽癌、喉癌、食道癌、肠癌、宫颈癌、脑瘤等。象肾、膀胱、

前列腺的癌症有时自己也能从血尿或排尿困难中发现可疑线索。 

常见癌症常可出现的症状可归纳为十个方面，有人称之为“癌

症十大警号”： 

1、 乳房、皮肤、舌部或身体其它部位可触及不消退、不移

动的肿块； 

2、 疣或痣发生明显变化； 

3、 持续性消化不良； 

4、 吞咽时胸骨后不适，食管内感觉异常、轻微疼痛、轻度

梗噎感； 

5、 耳鸣、听力减退、鼻塞不通气、流鼻血、有时伴有头疼

或颈部肿块； 

6、 月经期外或绝经后阴道流血，特别是性交后阴道流血； 

7、 持续性干咳、痰中带血丝、声音嘶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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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便习惯改变、便秘与腹泻交替、大便带血、形状变细； 

9、 久治不愈的伤口、溃疡； 

10  不明原因的消瘦。 

    其实，出现这些“警号”症状不能认为就是癌，同时也不能认为

患了癌还一定是早期，出现这些症状时多数癌症已经到了中晚期。因

此，归纳这些“警号”只是提醒人们发现这些症状时不能等闲视之，

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治疗。 

十、什么叫做癌症转移或扩散？ 

癌症转移和扩散是同一回事，指的是癌细胞越出原发病灶在新

的地方继续生长，形成性质同原发病灶完全相同的新病灶的过程。癌

细胞转移的方式有直接浸润、淋巴转移、血行转移、腔内种植。 

没有发生转移的癌症属于早期；癌细胞已经发生近处少量转移，

癌症就已经进入中期；癌细胞发生了远处转移，癌症就已经进入晚期。

癌症早期只要治疗得当大多数都能治愈，中期癌症经过规范治疗仍然

可以取得较好疗效，只有晚期癌症目前难以治愈。 

十一、检查癌症有哪些方法？ 

不同部位的癌症，检查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不外如下

这些方法： 

1、 详细询问病史、生活史、不良生活习惯和嗜好，尽可能

发现癌症的蛛丝马迹，预测癌症可能发生的部位，为进一步检查

开拓思路； 

2、 实验室检查：通过临床检验、生化检验、器官功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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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记物检验可以为癌症诊断提供必要的依据； 

3、 物理检查：通过 X线透视、摄片、造影、B 超显像、内

腔镜检查、同位素扫描、CT、核磁共振等检查，可以为癌症的诊

断提供比较明确的依据； 

4、 细胞学和病理学检查：对发现的可疑病灶进行细针穿刺

或切取活体组织进行细胞学或病理学检查，就能作出最具有权威

性的是癌或非癌的明确诊断。 

十二、治疗癌症有哪些方法？ 

癌症自古有之，历代医家作过不懈探索，但成效甚微，直到近

百年随着解剖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的发展，人们对癌症才有了比较

全面深刻的认识，治疗方面才取得比较重大的进展。目前，治疗癌症

的方法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手术治疗：是治疗早中期癌症的首选方法，通过根治手

术彻底切除癌瘤及其转移病灶，有望达到根治目的。对晚期癌症

病人也可通过手术治疗，减少癌细胞总量、控制出血、解除梗阻、

缓解疼痛，稳定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等方面取得一

定积极效果。 

2、 放射治疗：同手术治疗一样属局部治疗。应用放射线发

射器具或放射性药物对癌症实施治疗，放射区内的癌细胞可达到

杀灭的目的，对对放射性不很敏感的癌细胞和放射区域外的癌细

胞放疗不能达到杀灭目的，需与其它疗法综合使用。 

3、 化学药物治疗（简称化疗）：应用对癌细胞具有杀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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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灭作用的药物对癌症进行治疗。化疗对敏感的癌症治疗效果较

好，有少数几种癌症单用化疗就能治愈。但有的癌细胞对抗癌药

不敏感或耐药，其治疗效果较差，需与其他疗法综合应用。 

    化疗有全身化疗和局部化疗，全身化疗采取口服、静脉给药，

药物遍布全身，对散布全身各部位的癌细胞都有作用，同时药物

的毒性也作用于全身；局部化疗是选择某一动脉或静脉给药，使

药物首先高浓度作用于癌症所在局部，既提高了药物疗效又减少

了药物毒性对全身的作用；对某些癌病灶还可以进行药物注射，

也可以达到杀灭癌细胞的目的。 

4、 中医药治疗：中医药用于癌症的治疗，对手术治疗、化

疗、放疗中出现的副反应，中医药具有很好的扶正抑癌作用。通

过中医调理，可增强体质、增进食欲、减轻手术治疗、放疗、化

疗的副作用，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对拒绝手术和

放化疗的病人及晚期癌症病人也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此外，还有：①局部物理疗法：利用高温和超低温对癌细胞

有灭活、破坏作用的原理，肿瘤科医生采用冷冻、微波、射频消

融、激光等手段对孤立的癌病灶进行治疗，这些治疗方法对癌症

小病灶具有较好效果，但对大病灶很难做得彻底，有较多的残留

和复发可能性。②免疫治疗：使用具有免疫活性的生物制品或调

动人体免疫功能获取对癌细胞的抑制或灭活，达到治癌目的。如

使用克隆癌细胞抗体、癌抗体携带抗癌药，可以有选择性地攻击

癌细胞；使用激活了的淋巴细胞、吞噬细胞，可以直接有效地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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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癌细胞；使用白血球介素、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等生物制剂，

也可对癌细胞产生抑制或杀灭作用。 

癌症的免疫治疗从理论上讲是最理想的治疗方法，对癌细胞

它有高度选择性，不像放疗、化疗“敌我不分”，肿瘤专家公认这

是最有希望取得突破的治癌途径，只是目前尚属研究实验阶段，

虽然取得了不少可喜成果，但距最后攻克癌症的治疗还有很长的

路程。 

对一个具体癌症病人的治疗方法选择，要根据病人的体质、

病种、病期来定。原位癌可以采用单纯手术切除、冷冻或激光气

化的治疗方法；一些对放疗、化疗特别敏感的采用单一疗法就能

治愈的癌症，可以采用单一疗法治疗；对大多数癌症来说，都应

该选用两种或以上的方法治疗。 

十三、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有哪些长处？ 

现在临床治疗癌症手段多样，但疗效往往不够理想，且治疗

费用高。高投入却不能取得相应的疗效，给社会与家庭造成巨大

的负担以及医疗资源的浪费。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优势明显，取

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在增效減毒、提高生活品質及延長生存期

等方面顯示了明顯優勢。 

很多惡性腫瘤患者就診時已失去了手術根治的機會，單純放、

化療的效果也不理想。如何提高惡性腫瘤的治療效果，使患者得

到合理的治療非常重要。近年来中西醫結合治療惡性腫瘤取得一

定的進展，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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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醫藥治療惡性腫瘤在改善臨床症狀，延長帶瘤生存時

間，提高生存品質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臨床療效； 

      （2）惡大量研究證實，中西醫結合治療惡性腫瘤療效優於單

純西醫治療方法，尤其體現在中藥對放化療減毒增效、提高生活品質、

延長生存時間等方面。 

    腫瘤的中西醫結合治療逐步被患者接受。 我们曾随机选取两家

三甲医院常见的五种恶性肿瘤（肺癌、肠癌、乳腺癌、鼻咽癌、前列

腺癌）住院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 共调查上述五种肿瘤病例 299例，

其中单纯西医治疗组 152 例（肺癌 31例、肠癌 30例、乳腺癌 30 例、

鼻咽癌 31 例、前列腺癌 30 例），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147例（肺癌 30

例、肠癌 31 例、乳腺癌 30 例、鼻咽癌 31 例、前列腺癌 25 例）。通

过研究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 

    （1）临床疗效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中晚期癌症，对瘤体的稳

定、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改善症状有明显的优势，体现了中西医结合

治疗恶性肿瘤的稳定率高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特点。 

    （2）生存期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中晚期癌症相对西医药在生

存期方面有延长的趋势，这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具有长期

“带瘤生存”的特点。 

（3）不良反应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中晚期癌症相对单纯西医

药治疗方案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较低。 

中医药治疗要早期介入，以改善患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其抗病能

力，保证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案的实施。在腫瘤治療早期就結合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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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地保護機體的免疫功能，防止或减轻手术治疗、放化療對機體

的損害，預防和減少其副作用，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延长其生存期。   

    其实，中醫藥用于腫瘤的輔助治療不單是協同，而是通過扶助正

氣，調整臟腑氣血功能，调动人体内部的积极因素，以增強西医藥的

治療作用，使病人順利完成手术治疗、放疗、化療，並增進療效。中

医药早期介入有利于这种协同、互补作用的发挥。 

    所以中医药的早期介入，有利于中西医综合治疗作用的发挥，有

利于肿瘤患者的康复。 

十四、癌症能预防吗？有哪些良策？ 

美国肿瘤学家斯特因说“几乎 60%到 80%的癌症是人为的”。因此，

减少或消除这些人为因素就能预防 60%到 80%的癌症。致癌物质种类

繁多，广泛存在于人们生活、工作环境中和食品用品之中，所以对癌

症的预防措施也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预防癌

症： 

 第一、病因预防： 

     1.改善工作、生活环境，克服不良生活习惯，减少或避免致癌

物质进入人体，这就从病因上进行了有效的预防。 

     2.怡情养性，保持良好的心情。     

     第二、饮食防癌： 

     提倡科学饮食，合理安排饮食结构，摄入含有能增强体质，能

抑制、阻断、破坏致癌物，能促进受损伤细胞修复的各种有益物质的

食品，对预防癌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无需多花钱就可使癌症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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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的好办法； 

防癌饮食内容很多，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上已相当明确的防

癌饮食有 8 条，请酌情应用： 

1、多吃含维生素 A（或胡萝卜素）丰厚的食物，如甘薯、胡萝

卜、葱、小白菜、白菜、芹菜叶、韭菜、黄花菜、南瓜、红柿子椒、

紫菜、杏、苋菜、菠菜、芫荽、荠菜。这对预防肺癌、食道癌、喉癌、

膀胱癌等发病有帮助； 

2、多吃含维生素 C丰富的食物，如荠菜头、苤蓝、油菜、芥菜、

芫荽、青蒜、荠菜、黄花菜、香椿、菜花、柑橘、枣、山楂等。可以

阻断致癌物亚硝胺的合成，有预防胃癌、食道癌，对抗烟酒致癌效应

的作用； 

3、常吃十字花科蔬菜，如芥蓝菜、包菜、卷心菜等，可以阻止

致癌物的致癌作用； 

4、多吃含纤维素丰富的食物，可以减少肠癌发病； 

 5、基本上不吃高度腌制食品和加工食品的地区胃癌发病较少； 

 6、坚持低脂肪饮食习惯的人群，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

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很少见； 

 7、不吃霉变食物，可以降低肝癌的发病率； 

 8、不酗酒可以降低肝癌、口腔癌、食道癌、胃癌的发病率。 

 蘑菇、香菇、白木耳、蜂蜜、花粉、海参、鱼肉、海带、人参、

乳汁、蛋、苹果、大蒜、葱、胡萝卜、萝卜、酸梅、大枣、无花果、

杏仁等，有一定的预防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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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应坚持多样性原则，荤素搭配、精粗搭配。每天肉类 50~100

克，蔬菜水果 400 克，主粮 250~500 克；蔬果中，要根茎叶花果搭配，

绿红紫黄白多色搭配，多种含有维生素的品种搭配。 

推荐药食两用的薏米。即薏苡仁（非洋薏米）。中國人食用薏苡

仁的歷史悠久，大家都喜歡它，大江南北的人民更為起了許多名字：

薏珠子、薏仁、苡仁、苡人、草珠兒、苡米、感米、益米、尿珠子、

尿端子和催生子等。薏苡仁，功能清熱利水祛濕，消腫排膿，強筋骨。

別小覷它藥性平和，郤能治大病。 

第三、积极治疗癌前病变：经久不愈的溃疡、组织异常增生、

息肉、粘膜白斑、具有明显变化的色痣和疣极易转变为癌，称为癌前

病变，应积极治疗防止癌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