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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肿瘤诊疗中心顺德区肿瘤诊疗中心

三十年传承积淀三十年传承积淀 三十年创新超越三十年创新超越

顺德区肿瘤诊疗中心顺德区肿瘤诊疗中心专家介绍

癌 症 病 人 的 命 运
70%决定于他们遇到的
第一个医生。为了保证
肿瘤患者那“70%的命
运”朝着理想的方向发
展，顺德区肿瘤诊疗中
心率先在顺德地区建立
恶性肿瘤首治综合会诊
制度，集手术科、放疗
科、化疗科、介入科、
中医科、病理科及影像
科的高年资专家，形成
一个权威的“第一医
生”。当患者入院检查确
诊为恶性肿瘤后，对患
者进行治疗前，首先经
由肿瘤外科、化疗科、
放疗科、介入科等组成
的专家小组进行综合会
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
诊断和临床分期，然后
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
况，确定最佳的综合治
疗方法和顺序，如一名
乳腺癌患者，是否适合
手术治疗,是先手术？还

是先化疗？手术后患者
是否需要进一步辅助化
疗或放疗等等，都通过
综合会诊讨论确定。实
践证明，这种科学、规
范的综合会诊制度可以
为患者制订个性化、科
学合理、规范有序的治
疗方案，让肿瘤治疗达
到最好的疗效。

恶性肿瘤首治综合
会诊制度的创立，曾得
到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
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
（CSCO）主任委员吴一
龙教授的高度赞许；
2010年3月28日，卫生
部副部长王国强以及
省、市、区主管医疗卫
生领导现场视察该中心
时，对医院建立的“首
治综合会诊制度”和发
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治疗
肿瘤患者并取得理想疗
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一项最
新研究表明，很多癌症病例与吸
烟、不健康的饮食和缺少运动有
关，某些病患只要稍稍改变其生
活方式，就可以避免患癌。研究
结果表明，肥胖或超重、饮食不
健康、缺乏锻炼共影响所有可预
防癌症病例的三分之一。然而，
目前不论在我区，还是在我国，
大多数民众的防癌知识仍然停留
在“喝碱性水防癌”、“红豆杉防
癌”、“灵芝孢子防癌抗癌”等不

科学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上，这和
科学的预防癌症观点有着相当大
的距离。

作为顺德区内目前唯一的肿
瘤诊疗中心，近年来中心还切实
履行肿瘤防治的社会责任。以林
清主任为领衔人的肿瘤科名医工
作室对口帮扶伦教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工作室除深入伦教街道村
居举办肿瘤防治健康讲座外，还
对伦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
员进行了肿瘤诊疗方面知识的培

训。为进一步提高全民防癌水
平，倡导健康生活，从2014年开
始，顺德区肿瘤诊疗中心医务人
员在于国东副院长的带领下，配
合我区建设“健康村”活动的开
展，深入勒流黄连村、乐从葛岸
村、乐从沙边村、均安三华村、
北滘广教村等村居举办肿瘤防治
专题健康讲座，向村民宣讲预防
癌症的科学知识，受到村民的好
评。

当今时代，医疗治
疗手段、方式持续改
进，新的诊疗方法层出
不穷，专科化是现代医
学发展的必然，这样，
每个专科才能朝着更加
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在
细化专业分科、推崇肿
瘤综合治疗的今天，不
可能某一专科医生同时
具备为病人进行手术、
放疗和化疗的能力，术
业有专攻，也就是说只
有外科医师才能制订最
佳的手术方案，肿瘤内
科医师制订最佳的化疗
方案。

有鉴于此，为了实
现肿瘤患者的最佳治

疗，顺德区中医院最早
在顺德地区组建肿瘤诊
疗中心，并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开始，就从制度
上进行规定，只有肿瘤
科专业医生才能进行肿
瘤放化疗等专业治疗，
把专业的事交给对应的
专业技术人员处理，从
而在制度上保障了肿瘤
科放化疗等专业治疗的
质量，切实提高患者的
生存率。这也是为什么
在顺德区中医院，绝少
看到在外科、普通内科
等科室见到为病人进行
放化疗等专业治疗的原
因。

整合资源 综合会诊

中西合璧 传承创新
恶性肿瘤治疗已进入多学科

联合诊疗和个体化治疗的全新时
代，顺德肿瘤诊疗中心恶性肿瘤
治疗手段也同样多样化，可以开
展手术、化疗、放疗、生物治疗
（免疫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内分
泌靶向治疗等）、微创治疗和中医
中药治疗等等。考虑到西医在消
灭肿瘤方面有优势，但整体观略
欠，中医消灭肿瘤力量不如西
医，但改造残癌和改造机体有优
势的特点，中心一直坚持中西合
璧、传承创新理念，博采中西，

在充分发挥手术、放疗、化疗和
生物免疫治疗作用的同时，不断
挖掘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优势。近几年，中心不断探索开
展治疗恶性肿瘤的中西医新项目
和新技术，如放射性粒子植入、
射频消融治疗、热疗等，还先后
开展了纳米穴位贴敷及耳穴压豆
防治恶性肿瘤放化疗后消化道副
作用、艾条灸法增强恶性肿瘤患
者体质、鲜药涂擦治疗放射性皮
炎、中药外洗减轻化疗药物的神
经毒性、中药涂擦预防静脉炎、

四子散热奄包治疗化疗后腹胀等
多项中医特色治疗，取得了较好
疗效，大大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中心还重视中医学术传承工
作，邀请林清主任等一批名中
医，每年开展中医经验交流会，讲
授学术经验，培养新一代中西结合
人才；聘请广东省中医肿瘤界学术
权威林丽珠教授为肿瘤专科名老
中医专家指导老师，指定黄景彬副
主任医师为肿瘤专科名老中医学
术继承人，系统学习和传承专科的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经验。

科学防癌 防治并重

顺德区肿瘤诊疗中心外景顺德区肿瘤诊疗中心外景

各相关专科专家为新诊断的恶性肿瘤病人作综合会诊

卫生部王国强副部长到顺德区中医院参观肿瘤
诊疗中心

肿瘤三科黄景彬副主任在均安三华村为村民作
肿瘤防治健康讲座

文/珠江商报记者江红
甘柳莹 通讯员劳静芳
图/顺德区中医院供图

顺德区中医院肿瘤
科（肿瘤诊疗中心）成立
于1983年，是全国最早
建立的中医肿瘤临床科
室之一，2006年经广东
省卫生厅批准成立“顺
德区肿瘤诊疗中心”，
2009年被广东省中医药
局评定为“省级中医重
点专科”，2011年初在顺
德区内率先建设“无痛病
房”，2012年下半年成功
通过广东省卫生厅组织
的专家评审，成为广东省
第一批“癌痛规范化治疗
示范病房”。经过30年的
发展，顺德区中医院肿瘤
诊疗中心已建设成为拥
有直线加速器、治疗计划
系统（TPS）等一批先进专
科诊治设备的颇具规模
和盛名的防癌抗癌基

地。目前肿瘤诊疗中心
由三个病区、一个专科门
诊部、一个放疗部和一个
肿瘤专科研究室组成。

顺德区中医院肿瘤
诊疗中心医、教、研队伍
老中青结合，拥有林清、
覃强、梁耀君、黄景彬、
周路等区内知名肿瘤学
专家，有全国中医系统
为数不多、目前顺德区
唯一的放疗中心。现中
心共有病床 150 张，每
年收治住院病人 4000
多 人 次 ，门 诊 量 达
20000人次。

技术员在直线加速器上为病人摆位治疗

归口管理 专业治疗

顺德区中医院创顺德区中医院创““三甲三甲””谱新篇谱新篇““科室巡礼科室巡礼””系列报道之一系列报道之一

惠民服务电话
肿瘤一科：22322743
肿瘤二科：22322748
肿瘤三科：22322681

广东瘤 顺医治
鼻咽癌，好发于广东、广西、福建

等华南地区，又称“广东瘤”，是唯一
以地方命名的恶性肿瘤。临床症状多见
吸涕带血丝、鼻塞、耳鸣、耳胀闷感、
听力减退等，严重时可见头痛、面麻、
复视，还常在颈部可摸到无痛性肿块。
目前病因还未明，临床上还可见到家庭
聚集现象。

由于鼻咽癌生长的部位深在而且隐
蔽，邻近有重要的血管和神经，而且这
种肿瘤细胞对放射线敏感，因此放射治
疗是鼻咽癌最重要的治疗手段。自上世
纪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引进当时
最先进的加拿大60-钴治疗机开始，顺
德区肿瘤诊疗中心开展肿瘤放射治疗已
有30年，形成了鼻咽癌一整套有效、合
理的中西医诊疗方案。2002年开始引进
美国先进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和三维适形
调强放疗系统，在佛山地区率先开始肿
瘤精确放射治疗。通过CT模拟机扫描
精准确定的肿瘤位置，治疗计划系统
（TPS）精确勾画治疗靶区，设计合理治
疗射野，达到理想靶区剂量分布，电子
直线加速器给出高能量射线束，从而达
到高效打击肿瘤组织，良好地保护正常
组织的目的。

鼻咽癌患者在进行放疗、化疗同
时，不可避免出现一些毒副反应，如口
干、皮肤干燥甚至破溃、恶心呕吐等，
肿瘤科也摸索出了一系列中医药方法：
如科内研究制剂增液解毒冲剂可以明显
减轻放疗病人口干、咽痛等症状，银荷
漱口液减轻放射性龋齿的发生率，冰片
滑石粉减轻放射性皮肤反应，还通过穴
位敷贴、穴位注射、耳穴压豆等中医技
术减轻放化疗消化道反应，自制的培元
饮、升白汤口服液减轻放化疗骨髓抑制
等等，都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的效果。而
对肿瘤康复期、巩固期的患者，通过辨
证论治，扶正驱邪，防范复发转移，提
高病人的生存质量。

30年来，肿瘤科收治鼻咽癌病人
5000多例，5年生存率达64.9%，早期
更达90%以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生
存20-30年的患者不胜其数。患者除了
来自顺德区，更有清远、肇庆、高明、
三水，甚至港澳地区。如有吸涕带血
丝、鼻塞等前述症状，或肿瘤常规检查
EB病毒阳性，或有鼻咽癌家族史的人
士，可以到肿瘤二科进行免费的咨询、
筛查。

中西结合
带瘤生存
——晚期恶性肿瘤治疗新理念

在与恶性肿瘤的斗争中，医务人员
逐渐意识到，对于相对晚期的恶性肿瘤
患者，“穷追猛打”的治疗模式恐怕不
再适合，“带瘤生存”模式开始被广泛
认可。

顺德区肿瘤诊疗中心在多年的肿瘤
放化疗工作中敏锐地观察到穷追猛打的
放化疗模式之所以难以奏效，往往是由
于放化疗后患者的身体状况难以支撑高
强度的治疗所致，而传统中医药正好能
补上这一块短板。现代医学（西医）是
治疗肿瘤最重要的手段，无论手术、放
疗和化疗等经典疗法均是以减灭癌细
胞、消除肿瘤病灶为主要目的，不可避
免地会有毒副作用，放化疗后虽然肿瘤
缩小，但部分肿瘤患者生存时间并未得
到显著延长，有些生存质量甚至明显降
低；中医药直接杀灭癌细胞的能力较
弱，但中医通过调整阴阳气血、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具有“祛邪不伤正”的优
势。将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有机地结合
起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杀灭肿瘤细胞，
延长病人生存期，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
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提高病人的免疫力
和改善生活质量，降低复发率。在顺德
区肿瘤诊疗中心，临床医生治病时强调
中医辨证施治、整体治疗，在大量临床
实践中践行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
生存期、实现带瘤生存为目标的肿瘤治
疗思想。李伯今年已经70多岁，3年多
以前不幸患上“癌中之王”肝癌，开始
时进行了 5 次介入手术治疗 （TACE
术），但每次介入治疗后很快即会在肝
内出现新病灶，肿瘤细胞似乎总也杀不
完。其后李伯接受医生“带瘤生存”建
议，改服中药（中成药）治疗，3年多
过去了，李伯肝内肿瘤病灶还在，甚至
还在缓慢进展，但他这几年的生活质量
基本未受影响，一如一个正常人，照样
每日饮茶、打麻将。这不但实现了较长
时间“带瘤生存”，还是一种较高质量
的“带瘤生活”。在顺德区肿瘤诊疗中
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林清 主任医师，肿瘤科大科
主任兼肿瘤一科主任，广东省中医药
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抗
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委。从事肿
瘤科临床及教学工作三十多年，擅长
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常见恶性
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覃强 副主任医师，肿瘤二科
主任，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
员。长期从事肿瘤放射治疗临床诊疗

工作，擅长各种恶性肿瘤精确放射治
疗（三维适形调强放疗）及中西医综
合治疗。

梁耀君 副主任医师，肿瘤一
科副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擅长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肿瘤，尤
其是对乳腺癌、肺癌、肠癌、肝癌、
淋巴瘤、生殖细胞肿瘤等肿瘤治疗具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黄景彬 副主任医师，硕士研
究生，肿瘤三科副主任，广东省中医
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专攻中
西医结合治疗肺癌、大肠癌、胃癌、
肝癌等肿瘤科常见病，并致力于中医
药治疗肿瘤的科研及临床研究。

周路 副主任医师，肿瘤二科
副主任。擅长各类恶性肿瘤的放射治
疗，尤其对鼻咽癌、肺癌、乳腺癌、
食管癌等恶性肿瘤的诊治有较丰富的

临床经验。

刘星 副主任技师，擅长放射
治疗摆位技术、肿瘤放疗模拟定位技
术及模具制作，在鼻咽癌、食管癌、
乳腺癌等三维适形肿瘤放射治疗设计
积累了丰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