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检肿瘤指标升高
是不是得癌症了？

“医生，我体检肿瘤指标升高了，是不
是得癌症了？”每年体检之后，总有不少人
拿着检验单冲到肿瘤门诊，着急地询问：
“我的肺癌指标高了，要不要做什么检
查？”“要不要吃点药把肿瘤指标降到正
常？”我们就邀请了南京市第二医院肿瘤
三科副主任医师王清波和大家聊聊肿瘤
标志物那些事。

肿瘤标志物无法清零，正常
范围不用担心

王清波介绍，肿瘤标志物是指存在于
恶性肿瘤细胞，或由恶性肿瘤细胞产生，或
是机体对肿瘤的刺激反应而产生的物质，
在临床上能反映肿瘤发生、发展，监测肿瘤
治疗反应的一类物质。肿瘤标志物可存在
于肿瘤患者的组织、体液和排泄物中，能够
用免疫学、生化学的方法检测到。

肿瘤标志物项目比较多，各个标志物
数值都是不同的，只要在正常范围内就是
正常的，即使是正常人，肿瘤标志物的数值
也不一定都是零，只要在正常范围内不需
要太过担心。

常见的肿瘤标志物有哪些？

①甲胎蛋白AFP，半数以上原发性肝
细胞癌患者AFP可大于400μg/L，随着
病情进展多逐渐升高，但亦有低于
400μg/L，甚至在正常水平的患者。妊
娠、肝病活动期、生殖腺胚胎源性肿瘤等也
可升高。

②癌胚抗原CEA，刚开始被认为是结
肠癌的标志物，现在发现胰腺癌、胃癌、肺
癌和乳腺癌等也有较高表达。

③CA199，胰腺癌标志物。但胆管
癌、胆囊癌，胃癌、结肠癌、肝癌、肺癌、乳腺
癌等也有升高。少数良性病变如炎症等及
正常人也可轻度升高。

④妇科肿瘤标志物，CA125，初期被
认为是卵巢癌特异的，但后来发现如胰腺

癌、肺癌，乳腺癌、肝癌等也可有不同程度
的升高。子宫内膜炎、胰腺炎、腹腔炎症、
肝硬化腹水、结核等良性疾病也可升高。
CA153，乳腺癌可明显升高。其它肿瘤如
肝癌、肺癌、卵巢癌、胃癌、肠癌、胰腺癌等
也可见升高。

⑤鳞状细胞相关抗原SCC，是鳞状上
皮癌的重要标志物，异常升高可见于宫颈
鳞癌，肺鳞癌，食道鳞状上皮癌、口腔鳞状
上皮癌等。

⑥细胞角蛋白19，CYFRA21-1，常
见于非小细胞肺癌，符合率较高。

⑦神经原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是神
经内分泌肿瘤的特异性标志，如神经母细
胞瘤、甲状腺髓质癌和小细胞肺癌。抽血
时发生溶血NSE也可升高。

⑧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目前诊断
前列腺癌最敏感的指标，也可用于前列腺
癌的监测疗效及预测复发。

肿瘤标志物升高怎么办？

王清波介绍，根据不同的肿瘤标志物
升高，结合自身的不适症状，所需要做的进
一步检查不同。如广谱的肿瘤标志物升高
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CT、胃肠镜、磁共振
甚至PETCT等相关检查。特异性的肿瘤
标志物升高可针对相关的疾病做筛查。

肿瘤标志物升高需要吃药吗？对此，
王主任表示，肿瘤标志物的升高往往需要
进一步检查明确原因，若属于病理性升高，
需针对原发病变治疗，若暂时没有病变依
据，则需要定期随访复查，不需要服用药物
等。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重
在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王清波提醒，如果您是45岁以上的
成年人，有肿瘤家族史、长期吸烟史、慢性
肝炎、慢性胃炎等病史，请重视体检中的肿
瘤标志物检查。若有异常及时至肿瘤专科
门诊检查治疗。

通讯员 魏林玲 江琳琳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自然人的住所是在哪里？

李先生：请问自然人住所是户籍登
记住所吗？

答：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
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
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

合同价款不明确怎么办

黄女士：我和别人签了一份合同，请问
合同里对价款或者报酬约定不明确，怎么办？

答：合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
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
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
导价的，依照规定履行。

债权人可以将债权转让吗

陆女士：请问我作为债权人可以将
债权转让给其他人吗？

答：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
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根据债权性质不得
转让的或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以
及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除外。

债务人为避执行转移财
产 债权人怎么办

李女士：债务人为规避执行将资产转
让给第三人并在诉讼程序中达成调解协议，
债权人能否申请撤销相应的民事调解书？

答：我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了
债权人撤销权：“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
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债权人撤销
权行使的条件：“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
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
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证
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
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
权益的，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民
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在自愿的基
础上通过调解的方式处分民事权益，但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
能进行虚假诉讼或借诉讼来转移财产、
逃避债务，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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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12年前在南京市第一医院五官
科因下咽癌进行了咽癌根治、胃代食管等手
术。日前，李先生体检时发现自己的右肺中
叶有占位，当地医院建议李先生进行穿刺活
检。一想到自己12年前就得了肿瘤，如今
又查出这样的问题，李先生立马就着急了。
经过咨询，当地医院无法进行符合胸腔镜手
术的麻醉。随后，李先生又来到了12年前
给他做手术的南京市第一医院。

李先生来该院河西院区后，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马吉勇、袁媛医师为李先生进行
了肺穿刺活检，检验明确李先生为非小细
胞肺癌。因为下咽癌患者经手术切除后常
常形成较大的下咽食管缺损，李先生胸膜
腔粘连并且管状胃在胸腔，解剖结构变化
了，给肺部血管和淋巴结的分离、肿瘤的切
除带来了很大困难。

经河西院区心胸外血管外科、五官科、
呼吸科专家会诊后认为，李先生手术风险
高难度大，但手术是最佳治疗手段。专家

把会诊的结果告诉李先生后，李先生非常
信任第一医院，决定再次在该院手术。

术前，专家为患者气管造瘘口更换了适
合围手术期使用的口径更大的塑料套管（因
气管造瘘口长期带金属套管）。术前影像学
检查发现，位于李先生气管切开套管和气管
隆突之间，存在气管狭窄。河西院区麻醉科
副主任医师王晓亮、谢欣怡医师会诊后，决定
术前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依据检查结果制
定气道管理的方案，确定肺隔离效果。手术
由河西院区心胸外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郑琳
主刀，手术成功。目前，李先生已经出院。

郑琳介绍，胸腔镜手术需要单肺通气，
健侧肺通气，术侧肺塌陷。目前可通过双腔
支气管导管技术和支气管阻塞器技术来完
成，李先生因下咽癌气管切开术后，无法插
双腔支气管导管，因此选择通过气管切开
导管使用支气管阻塞器，实现单肺通气。

通讯员 章琛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门诊故事

白日思睡夜晚打鼾
要警惕这种病

日常生活中，打鼾是很普遍的现
象。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听到他
人鼾声时起时落，有时打鼾的人鼾声
突然停止，过了好久才听到他“呼”地
一声喷出一口气。在大多数人看来，
打鼾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睡眠
习惯，甚至是睡得香的表现。事实
上，打鼾意味着睡眠呼吸暂停，是一
种不可忽视的疾病，临床上将其称为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AHS）。

近日，一名中年男性在其妻子的
陪同下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就
诊。他告诉医生，最近一段时间，白
天常常感到很累，总是想睡觉，记忆
力也越来越差，怀疑自己得了中风或
者老年痴呆，十分担心。

患者的妻子也很疑惑，丈夫明明
晚上睡得很香，打鼾和打雷一样，为
什么白天还总是想睡觉？听完夫妻
二人的叙述，门诊医生为患者进行
了睡眠呼吸监测检查，发现其患有
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低通气暂停
综合征。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是一种以睡眠打鼾并伴有呼吸
暂停、低通气和日间思睡为主要临床
表现的睡眠呼吸疾病。目前，医生诊
断OSAHS主要依靠多导睡眠监测
（PSG）和便携式睡眠呼吸监测仪，评
估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等指
标，并且可以对 OSAHS的严重程度
进行区分。

专家表示，OSAHS并不少见，每
100 人中平均有 3 至 7 人患有
OSAHS。尽管OSAHS的发病机制
还不明确，但肥胖、年龄、上气道解剖
异常、吸烟史、OSAHS家族史已被证
实是引起OSAHS的主要危险因素。

总而言之，OSAHS是一个病因
复杂、危害多样的疾病，不容忽视，人
们应该对打鼾、呼吸暂停等现象保持
足够的警惕。如果患者患有如上症
状，需要及时就诊，在专业医生的指
导下，对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进行多
方面干预，实施多学科、个体化的联
合治疗，包括病因治疗、减重、侧卧位
呼吸等，对部分中重度OSAHS或症
状明显的患者可采用无创气道正压
通气的治疗方法。

通讯员 陈聪 史兆春 陆瑶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李先生：儿子11岁，体重120斤，睡觉总
流口水，打呼噜严重，但学习成绩还不错，请
问，这种情况是否需要治疗？如何治疗？

南京市口腔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 刘
树森：根据孩子的临床表现考虑诊断为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在排除内分泌系统的
疾病基础上，建议来我院耳鼻咽喉科做进

一步检查，包括专科检查、睡眠多导监测、
电子鼻咽喉镜检查、鼻咽侧位片等，在确诊
小儿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情况下，可以择
期手术。友情提醒一下，目前进行电子鼻咽
喉镜检查需要提供七日内的核酸检查报
告！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周二、周五上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健康问答

12年后第一医院再为他成功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