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肿瘤“复发转移”到底是咋回事

据权威专家介绍，肿瘤是全身性
疾病的局部表现，多数患者的治疗都
离不开手术、放疗、化疗三步骤，或者
是只选择其中某一种和两种治疗方
法。治疗结束后，患者普遍认为自己
的病已痊愈，但复查时，却发现肿瘤
已出现转移或复发。

有的患者自认为，经过手术和放
化疗后，即可彻底杀死癌细胞。事实
上，这些方法对体内残留的癌细胞无
能为力，不能100%完全清除癌细胞，
更不能改变人体致病的“内环境”，同
时患者经过手术、放化疗后，身体会
受到很大伤害，免疫力极度降低，身
体虚弱，免疫系统对正常细胞的监控
能力及对肿瘤细胞的抑制杀伤力削
弱，残存、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反而
会迅速增长。据统计，经过手术、放化
疗的癌症患者，如不进行合理和正规
的治疗，癌细胞复发和转移率极高。

开辟肿瘤治疗新途径

由多国医学专家强强联手，组成

癌症课题攻关组，根据肿瘤复发和转
移的机理，历时十余年，历经上万次
实验，终于研制出肿瘤立体疗法的抗
癌药物——— 香茯斑蝥，已获得国家专
利保护品种称号 (咨询热线：0 5 3 5-
7077885)，这是肿瘤药物研发的一次
大的突破。“香茯斑蝥”的问世开辟了
继手术、放疗、化疗之后治疗肿瘤的
又一治疗模式。据悉，该药适用于中、
晚期各类肿瘤患者。香茯斑蝥对肿瘤
细胞具有直接杀伤作用，抑制癌细胞
蛋白质生物合成及DNA、RNA的合
成，诱生干扰素和IL-2；活化人体抗
癌基因，释放肿瘤坏死因子(TNF)。

肿瘤的康复护理

肿瘤治疗病程缓慢，患者发病
后，无论从生理上、心理上都发生很
大变化，要重新建立生活规律，养成
良好习惯。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结
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对战胜疾病
和死亡有很大影响。”故每个肿瘤病
人应根据自己的病情结合药物治疗
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有规律的生
活所形成的条件反射，能使身体各组

织器官的生理活动按节律正常进行，
如每日起床、洗脸、漱口、进食、排便、
锻炼、工作、休息等形成良好的规律，
则既能利于身体健康，又能利于肿瘤
康复。

肿瘤饮食原则 及注意事项

要保持乐观的情绪，树立战胜肿
瘤的坚强信心；适当的运动可使气血
流畅，增强机体抵抗力；避免受风寒，

“百病从寒起”，身体受风寒剌激时，
抵抗力下降，易诱发疾病；饮食应以
清淡而富有营养为主，多吃蔬菜和易
消化的滋补食品；肿瘤病人热能消耗
大，因此饮食要比正常人多增加20%

的蛋白质；少吃油腻过重的食物；忌
食过酸、过辣、过咸、烟酒等刺激物。

饮食营养是维持生命、保持健康
的物质基础。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
饮食习惯再配合使用香茯斑蝥后食
欲和睡眠明显改善，身体有劲，精力
充沛。香茯斑蝥为广大患者战胜疾
病，重返生命绿洲带来了新的希望和
曙光。

（杨光）

肿瘤极易复发转移，患了肿瘤，往往是手术做了、放疗做了、化疗也做了，
可没过多长时间一检查：又复发了、转移了，天哪，这到底是咋了……

肿瘤晚期怎么治更科学

医药搜索

近日，记者在烟台山医院采访
了儿科副主任李海燕。据李海燕介
绍：“元旦过后患呼吸道疾病的孩
子迅速增多，多数是因为过节期间
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规律、外出游
玩过于疲劳、着凉所致。还有十几
天就要过春节了，家长们要注意留
意孩子的健康。”

高烧抽搐需服退烧药

近日，市民姚先生两岁半的宝
宝开始发烧，高达39 . 2℃，而且孩子
两手握紧拳头，身体强直 ,四肢抽
动，摇头瞪眼，口吐白沫，送到医
院。对此李海燕提醒，如果孩子高
烧抽搐，家长首先要镇静，尽量减
少对患儿的刺激，不要大呼小唤，
应让小儿平卧，头偏一侧，松开衣
领，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口腔唾
液及呕吐物返流入气管内，以免引
起窒息或吸入性肺炎。二要用拇指
按压正在抽搐患儿的人中穴(在人
中的中部稍偏上)有可能一时止住
抽搐，但应配合物理降温，才能防
止再抽搐。三是如患儿同时伴有高
热，应给予降温处理，如给服退热
镇静药、冷毛巾敷前额、头枕冰袋

或用30%～50%的温酒精擦浴等。四
要防止小儿抽搐时碰伤、坠床、咬
伤舌头，家长要随时在患儿身旁照
看；必要时可在口腔内上下牙齿间
放一不易咬断的硬物，以防再次抽
搐时咬伤舌头。五是在处理患儿惊
厥的过程中，家长千万不要拼命摇
动患儿，应让其保持安静，避免一
切不必要的刺激；患儿肢体强直性
抽搐时不要用力去拉，以免发生骨
折。

肚子疼千万不能揉

7岁的小佳上小学二年级了，
最近老是肚子疼，妈妈将她带到烟
台山医院，经李主任检查，没有器
质病变，最后，李主任与小佳聊天，
这才得知，小佳的教室在六楼，厕
所在一楼，经常不能及时排尿，憋
着尿上课，而且因为一次作业没完
成，让老师狠狠处罚了，小佳说她
都抑郁了。李主任给小佳进行了心
理疏导，并让家长与学校沟通了。

李海燕说：“肚子疼是孩子的
常见病，究其原因，除了小佳这种
心理因素外，还有因腹部内脏的
病变如炎症、肠梗阻与穿孔、胃肠

功能紊乱、肺炎、上呼吸道感染、
过敏性紫癜、腹型癫痫等。还有一
种原因是由于生长痛，生长痛是
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多见于3—
12岁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李
海燕建议家长，孩子肚子疼家长
不要太紧张，千万不能乱吃止疼
药，更不要乱吃驱虫药，切忌不能
揉孩子肚子，这种方法对胃肠道
痉挛引起的绞痛有一定效果，但
是以下情况可不能随便揉肚子：
急性阑尾炎在孩子中较多见。肠
套叠多见于幼儿，特别是肥胖儿。
如果盲目按揉，可能造成套叠加
深，加重病情。

通风多运动远离感冒

冬季，气温低，特别是临近春
节，是孩子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
李海燕提醒家长：“首先要注意房
子的通风，每天最少通风10分钟，
可各屋轮流开窗通风换气，保证
室内空气新鲜。再是要多增加户
外活动。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尽
量多带孩子到户外活动，让孩子
进行日光浴，增强体质。在室内晒
太阳时要开窗，同时衣着适宜。不
要过度包裹，也不要让孩子受冷。
再是保证孩子饮食的营养均衡，
增加蔬菜摄入量，避免吃膨化食
品、糖类、乳酸饮料等。”最后要避
免孩子接触感染源，尽量不要带
孩子去超市、商场等人多、空气又
不能很好流通的地方，以免易患
呼吸道疾病。

尤其是每年的11月到来
年的3月，是一年中心脑血管
病猝死的高峰期。不仅如此，
最近参加美国心脏学会年会
的研究人员提醒，对高血压患
者来说，冬季比夏季更难将血
压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

高血压是一种与气象变
化密切相关的疾病，就血管本
身来说，也遵从“热胀冷缩”的
原理，夏季炎热血管扩张，血
压下降；冬季寒冷血管收缩，
血压上升。在气候变化的情况
下，血压波动性增大，其主要
危险是导致急性并发病，尤其
是脑出血、脑梗塞及心肌梗死
等增多。冬天已至，气温变化

无常的同时，血压也随之变化
无常，所以，在这里特别提示
高血压患者朋友：一定要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监测血
压，及时服用新压乐软胶囊以
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新一代复合生物制剂─
新压乐软胶囊，以“红曲酵
素”为主要成份，同时辅以紫
苏、决明子、菊花、枸杞……
等多味药食同源中药材，安
全、平稳降压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了由于高血压及长期服
用西药而受损的心脑肝肾的
修复作用。剂型为软胶囊，这
样设计更利于吸收。咨询电
话：0535—2603010

冬季是高血压患者的一道“坎”

订 版 电 话 ：0 5 3 5 — 6 6 3 0 8 2 1

根据《本草纲目》上红
曲“活血”功效启示，从红
曲营养液中分离出含胆固
醇抑制剂和甘油三酯分解
剂的红曲菌，其中的利于
降糖、降压、抗癌的成分通
过发酵提取，在原来高纯
度生物他汀的基础上合成

“红曲酵素”。经高血压患
者临床运用证实：“红曲酵
素”具有调理器官微血循
环、帮助血液重新分配，迅
速降压等功效，不仅能够
彻底替代西药降压，而且
无副作用。

格相关链接

在黑龙江民间流传
着一个治疝的奇方：将
八角茴香、木香、乳香、
沉香、母丁香、小茴香、
香附等十种“香药”用米
醋浸七日，炙干，又浸又
炙，如此七次，成5两，研
末调匀装于香囊之中，
将香囊贴身悬在肚脐上
方，疝气便会不治而愈！
当天见效，三、五天能自
由活动；该方百试百灵，
越传越神。后经国家改
良，将该方精制成膏，效
果更胜原方一筹，并批
准命名为国药准字【十
香暖脐膏】(Z23021573)。

不开刀、不住院、无
痛苦！【十香暖脐膏】使

用30分钟，腹部疼痛感、
冰凉感明显消失！使用1

疗程，疝包明显变小回
缩，可轻松推入腹腔，坠
胀疼痛消失，工作生活
恢复正常！使用 3到 4疗
程，疝环完全闭合，疝包
彻底消失！

迎新年大优惠 买
5盒赠一盒再赠消疝香
囊 治 疗 带 2 个 。详 询 ：
6 0 5 5 5 6 7 市区在长途
汽车站售票厅西侧华医
堂药店有售，牟平卫健
堂 蓬莱奇佳 招远瑞
康 莱州康平 龙口贞
兰 莱阳爱心 海阳传
渤 栖 霞 惠 安 药 店 有
售。

治疝气小偏方

无需手术和吃药

为什么说“足是人之
根呢？”医学研究发现，足
部与人体的健康息息相
关，血管神经在足部非常
密集，双足连接周身阴
阳、经络、气血，当人体某
器官发生病变或功能障
碍时，足部对应的反射区
就会有相关的信息提示，
所以足又被称为“人体第
二心脏”。只有爱护您的
双足，才能更好的呵护您
的健康。

2 0 0 8年《探索与发
现》栏目展示了江西景德
镇著名的“高龄村”，以及
千百年来村民得以高龄
长寿的秘诀：用当地特产
的“高龄泥”泡脚，能使药
物无法治愈的多种慢性
疾病迅速康复。把传统的
口服药创新为“用脚吃
药”，药物不会进入肝肾

产生毒副作用，从根本上
解决了口服药伤肝肾的
难题，并且高龄泥能同时
治疗多种中老年疾病，中
老年朋友往往身患多种
疾病，每天吃好几种药，
都成为了药罐子，而高
龄 泥 通 过 调 节 三 大 系
统，同时治疗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静脉曲
张、关节炎、痛风病、老
便秘、手脚冰凉、失眠及
足跟痛等慢性疾病的亚
健康人群，可以说是一举
多得。

新年特惠通知：买2

盒送1盒；买4盒送1盒再
送豪华型多功能电动足
浴盆一台(价值398元)

订购电话：8452085经销
地址：市区华医堂(长途
汽车站北门售票厅西侧)

各县市区指定有售。

用脚吃药把病泡掉

春节临近，春节放假时间长，家长少不了要带孩子回乡探
亲、走亲访友、外出旅游等。烟台市妇幼保健院、烟台山医院儿科
专家提醒，一定要科学应对疾病，关注孩子心理，让孩子健健康
康、全家人愉快地度过春节。

专家档案

李海燕，烟台山医院、烟

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副主任，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华

医学会烟台儿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山东省重症医师协会儿

科分会委员，专业方向：重症

医学、遗传代谢性疾病。擅长

性早熟、身材矮小(尤其是矮

小并骨骼畸形的诊断达国内

领先水平)、儿童糖尿病、尿崩

症、遗尿症、粘多糖病、进行性

肌营养不良、肥胖症等疾病的

诊治。

寒冷冬季，心脑血管
专家提醒高血压病人，一
定要警惕病魔偷袭。天气
寒冷会让血压波动，给治
疗带来难度，甚至为中风
心梗等急症埋下隐患。秋
冬季气温逐渐降低，本是
万物蛰伏之时，却是高血
压病人的“多事之秋”。

格身边提示

健康·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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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让孩子健康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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