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离口腔癌
戒掉这些坏习惯

胃癌、肺癌等全身肿瘤，大家都听说
过，说起口腔癌，很多人知之甚少。随着人
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寿命的延长，临床上，
口腔癌也越来越多见。在南京市口腔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一年收治近2000例口腔
恶性肿瘤。那么，口腔癌的诱发因素有哪
些，如何防治口腔癌，本期名家访谈，我们
专访了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
王志勇。

口腔癌多见了，病房里 1/3
都是口腔癌

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是国家临
床重点专科，江苏省临床重点学科，每年从这
里出院的患者多达5000例。但值得警惕是，
口腔颌面部肿瘤病人占了其中的一半，而恶
性的口腔癌则占了总数1/3，接近2000例。

王志勇主任介绍，随着人的寿命延长，
口腔癌总体发病率在上升，最新统计显示，
口腔癌在全身肿瘤中排名第11位，其中
在男性人群中已跃进前十大高发肿瘤。值
得关注的是，在口腔癌中，80%-90%是恶
性程度高的口腔鳞癌。最近，王主任就收
治了这样一位男性舌底癌患者。一个月
前，左侧脖根（颌下）长了一个疙瘩，起初没
在意，结果越长越大，慕名找到了王志勇就
诊。王主任用手探查，这是一个直径2厘
米硬邦邦的肿块，不能活动，非常像淋巴结
转移的恶性特性。随后口腔探查，在老人
舌底发现一个直径小于1厘米的溃疡，不
细看都发现不了。再用手一摸，溃疡下面
隐藏着一个直径3厘米硬硬的肿块，病理
检查为口底癌淋巴结转移。遗憾的是，老
人居然不知道自己舌底有一个溃疡，颈部
的肿块一直以为是受凉发炎所致。

据了解，像这样的口腔癌患者，在临床
上并不少见。由于大家对口腔癌关注度不
高，很多人不知道舌头上、牙龈、舌底等口
腔部位还能长肿瘤，对口腔癌没有概念，导
致很多肿瘤发现时已是中晚期。

显微镜下修复，不仅切干净
还要重建功能

其实，口腔内舌、唇、颊、龈、口底、腭、

咽部等软组织及上下颌骨都可以发生癌
症。上述口底癌患者，除了做了淋巴结清
扫，还切除了舌底以及被肿瘤侵犯的部分
颌骨。然而，手术切除只是口腔癌治疗的
一半。王主任介绍，口腔癌与其他肿瘤不
一样，不仅要求把肿瘤切除干净，还要对口
腔颌面部进行修复重建，恢复口腔功能，只
有两步都成功了，手术才算成功了。随后，
专家从患者腓骨上取下一截带骨头和血管
的皮瓣，接上切除的颌骨，再造了一个新的
颌骨，在切除肿瘤的同时，也恢复了患者的
面部容貌和口腔功能。

正因为口腔肿瘤手术的高要求，也决
定了手术耗时比较长。借助显微外科技
术，医生需要戴着显微镜进行操作，接血
管、接骨头、缝合⋯⋯俨然就像绣花一样，
每一步都不能错，需要细致再细致。“切除
肿瘤可能只要两三个小时，重建修复耗费
的时间可能要更长。”王主任介绍，受益于
显微外科技术，如今可以做到放心切除，避
免了过去切不干净导致肿瘤高复发现象，
让肿瘤根治率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王志勇介绍，目前科室口腔癌重建成
功率达到了98%，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技术水平的进步，让医学禁区也被不断突
破。目前，科室手术最年长的口腔癌患者
年龄为92岁，不少患者术后五年依然健
在，达到了临床治愈。

远离口腔癌，向这些坏习惯
说再见

与其他肿瘤一样，口腔癌是环境因素
和自身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越早发
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王志勇主任介绍，
以口腔溃疡为例，慢性迁延不愈的口腔溃
疡，超过两周不愈，要高度警惕，首先建议
去口腔黏膜科就诊。因为有一种特殊的口
腔溃疡叫复发性阿弗他溃疡，属于自身免
疫性疾病，一点大的溃疡特别疼，往往是这
里好了点，别的地方又冒出来一个，如果排
除这类溃疡后建议口腔颌面外科就诊，再
排除肿瘤的可能性。

王主任提醒，远离口腔肿瘤需要向坏
习惯“开刀”，口腔癌的主要诱因包括烟、酒
刺激，口腔内尖锐的牙尖、牙齿的残根、劣
质的假牙长期刺激，口腔感染人乳头状瘤
病毒以及咀嚼槟榔等生活习惯和物理化学
刺激。因此，建议戒烟酒、戒烫食、拔残冠，
有烂牙根的要及时拔掉，避免对口腔的长
期刺激。

需要提醒的是，口腔癌预防要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处理口腔内部的
危险因素，出现早期口腔癌的表现要及
时到医院就诊。口腔黏膜出现长期不愈
的溃疡、红斑、水肿、糜烂、白斑皲裂、扁
平苔藓、隆起或颗粒状肉芽，虽无明显不
适，但经治疗2-4周非但不愈，反而扩散
增大要高度警惕。

通讯员 成琳 吴梦羽
实习生 潘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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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动物伤人 谁担责

林先生：我被邻居家养的小狗
咬伤了，请问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由谁承担责任？

答：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
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
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抛物伤人 责任如何承担
周女士：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责任如何承担？
答：民法典规定，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
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
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
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
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
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收养孩子在哪里登记
李女士：我想收养一个孩子，请

问收养应该向哪个部门登记？
答：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
记之日起成立。收养关系成立后，
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被收
养人办理户口登记。

离婚一方生活困难怎
么办？

黄女士：我老公要和我离婚，我
没有工作，身体也不好，请问离婚时
一方生活困难怎么办？

答：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
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
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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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李女士：60 岁，最近吃完饭总会有胃
食管反流的症状，一周之前偶尔会有胃痛，
吃了斯达舒之后胃痛症状没有了，但是食
管反流症状偶尔还会有，时好时坏，请问该
怎么办？要紧吗？

南京市第二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
贺奇彬：您的症状就是胃食管反流的表现，
常表现为泛酸、烧心，容易反复，斯达舒是

黏膜保护剂。可以规则口服抑制胃酸药如
奥美拉唑等，4-8周，症状消失后逐渐停
药，后面可以选择按需治疗或隔日用药。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做过胃
镜检查，最好做一次胃镜，排除器质性疾
病。可以到门诊具体沟通。门诊时间：周
一上午，周三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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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答

出现这种下肢肿痛
警惕血栓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早晚温差大，南
京市第一医院介入血管科一天连续收治
了8名单侧下肢肿痛的患者。经造影检
查，证实8位患者都是下肢深静脉形成
了血栓，经过专家介入综合治疗都得到
了较为满意的救治。

这些患者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是年逾八
十的耄耋老人，最小的是正值花季的十六岁
少年。他们当中有的是在外伤术后卧床休
养期的患者、有的是罹患恶性肿瘤的患者、
有的是产后哺乳期的年轻妈妈、还有的是打
了十几圈麻将或长期使用电脑久坐之后发
病的老人或年轻人。尽管他们发病的起因
各不一样，但是症状却是比较一致，那就是
突然出现的、逐渐加重的单侧或双侧下肢肿
胀疼痛。这就是临床上常见的下肢静脉疾
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今年75岁的朱大爷，几乎每天都会
邀请几个朋友到家里来打麻将。一天晚
上，他突然感到右腿剧烈疼痛、发麻，有
时还会抽筋。随后的几天，朱大爷出现
下肢肿胀疼痛，甚至又出现腿部抽筋的
症状，一天比一天加重。朱大爷急忙到
南京市第一医院就诊。该院介入血管科
主任医师楼文胜接诊，经检查，诊断朱大
爷患有下肢急性动脉栓塞，必须立即行
取栓手术，否则右腿就保不住了。随后，
楼主任为朱大爷进行了紧急手术，成功
取出了血栓。楼主任介绍，血栓是全球
前三位的致死性心血管疾病——心肌梗
死、脑卒中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共同发
病机制。简单来说，血栓就像交通事故，
出现交通事故，后面的车就停滞不前，不
妥善处理，整个交通就会瘫痪。如果堵
车在动脉，那么可能会引起脑卒中或者
冠心病/心肌梗死。如果发生在静脉，
就可能会引起肺栓塞或深静脉血栓。

楼主任提醒，6类高危人群请注意：1、
长期卧床的人群，例如住院患者、坐月子的
孕妇、近期手术、身体创伤的患者等，因为
长期卧床，导致缺乏运动，血流缓慢而导致
深静脉血栓形成；2、因工作或特殊原因而
导致长期下肢不动的人群，例如长途司机、
需要长时间乘坐飞机的经济舱或长时间乘
坐汽车、火车的人员，或者习惯经常玩游戏
或打麻将的人，由于下肢长时间呈屈曲状
并无法活动，下肢血流缓慢和血液淤滞，容
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出现下肢肿胀、疼痛
等症状。3、高龄老年人、肥胖人群，这类人
群的血管更容易引发静脉的血栓栓塞；4、
有血栓家族史的人群，如果直系亲属患有
血栓，比常人会有更大可能“中招”。某些
遗传性疾病也会使血液黏稠，更容易形成
血栓；5、患恶性肿瘤、做过化疗、应用激素
治疗、口服避孕药的人群；6、生活习惯不健
康的人群，包括那些喜欢抽烟、饮食不规律
以及长期缺乏锻炼的人。特别是吸烟，其
中的尼古丁会引起血管内皮损伤，进一步
会导致血栓的形成。 通讯员 章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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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主任医师、教授、博士
生导师，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
外科主任兼口腔颌面外科学教研室
主任。擅长领域：口腔颌面部肿瘤、
创伤和先天性唇腭裂的诊治。专家
门诊时间：周二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