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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居家如何护理？
听听护士长怎么说
读者：
老年病人用药应遵循哪些原则？
专家：1.剂量要适当：老年人除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消化酶类等药

体检查出结节怎么办？肿瘤患者居家忌食
什么？10 月 28 日上午 9:30～10:30，本报健康
热线 0551-62623752，邀请了安徽省第二人民
医院肿瘤放疗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旭，与读
者交流。
■ 曹凌 记者 马冰璐

物可以用成年人剂量外，其他所有药物都应低于成年人剂量。
2.用药品种不宜过多：据统计，用药 5 种以下，不良反应发生率
8％，5～10 种，不良反应升至 50％～60％，10～15 种药品不良反应
为 60％～80％，因此老年人提倡“5 种药以下原则”。

第一时间去正规医院咨询专科医生

3.预防副作用：药物大多有一定的副作用，老年人在选择药物时，
要根据本身的年龄、病情及以往有无药物过敏史，慎重选用药物，要

读者：
体检查出结节怎么办？
李旭：体检查出结节先不要慌，不要自作

向医生详细问清药物名称、特性、药效、用法、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及处
理方法。

聪明自己去研究，一些非专业的“判断”可能会
耽误病情或者给自己带来恐慌。建议第一时

4.遵从医嘱：老年人在选用治疗药品时，要从远期预后好、提高生

间去正规医院咨询专科医生，医生会根据结节

活质量、疗效最高、副作用最小、价格最低的角度出发，由医生制订最

的位置、大小、形态、个数，尤其根据密度（CT
值）、实性成分的比例（C/T）及是否有新生血
管、胸膜牵拉等征象，来判断结节的性质，同时

李旭

副主任护师，专业擅长：内

名医
简介 科疾病的临床治疗观察及居家护理，
各类血管通路的置入及护理。

三、提高优质脂肪供能：肿瘤患者胰岛抵

由医生根据患者情况决定，可能有 3 个月、6 个

抗状态下，糖的摄入和氧化受损，而脂肪的利

月、12 个月的间隔等等，一定要遵医嘱。

用正常或增加，可从高脂低糖中获益。如：椰
子油、初榨橄榄油、牛油果、鱼油等。

读者：
肿瘤患者居家忌食什么？
李旭：忌烟薰烧烤食物：烟熏烧烤之品如

率较高。忌高脂肪食物：食入过多脂肪可导致
体重增加，过多脂肪导致机体激素发生变化，

■ 记者 马冰璐

J 健康新闻

49 岁男子捐献器官，生命之礼让大爱传递

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补充每日所需的

星报讯（戴睿 唐亮 张明 记者 马冰璐） 今年 49 岁的胡东（化名）是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每天 500g 左右的新鲜蔬

我省某市的一名普通工人，不久前因突发脑血管意外，病情危重，虽

菜，250g 左右水果。

然经过当地医院多番抢救，仍未能挽救患者生命。在生命最后时刻，
胡东年过七旬的父母忍着悲痛，做出了大爱之举，决定捐献胡东的身

烟熏香肠、熏肉、烤羊肉等含有三苯并芘，这种
物质为致癌物质，食用该类食物过多，癌发病

5.个体化原则：医生应根据每位老人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适合的

鱼、鳕鱼、鸡蛋、牛奶、豆浆、豆腐等。

结节来说，可以定期复查，具体复查间隔时长

肿瘤患者居家忌食食物

便换药。
药物、剂量和给药途径。

也能疏导患者的焦虑及恐慌情绪，并给予科学
及合理的指导及处理。对于恶性概率较小的

佳治疗方案，不要凭自己的兴趣和看广告用药，也不可道听途说，随

肿瘤患者居家病情观察及护理
读者：
肿瘤患者居家病情如何观察、
护理？
李旭：
观察有无突然昏迷、抽搐、视物不清，

限制机体免疫监视的效能，影响细胞的代谢方

考虑是否出现肝、脑转移。骨转移者翻身、行

式，增加体内镁的排出。忌食辛辣食物：性温

走、入厕时应加强肢体保护，防止跌倒骨折。卧

热，有耗伤阴津、助热生痰的作用，食之会加重

床患者要每 2 小时翻身，防止受压部位产生压

阴虚，使病情恶化。忌多吃糖：糖具有致癌的

疮。腹部转移常发生肠梗阻，应注意观察患者

催化作用。不宜多吃酸菜、腌菜、腌肉：制作过

有无腹胀、腹痛等症状。由于衰弱、乏力、活动

程中容易发霉，常含有致癌性霉菌及致癌物质

减少等原因，患者常出现便秘，应及时给予开塞

亚硝胺。忌饮酒与咖啡：酒中所含的酒精可以

露或缓泻药通便。因营养不良、血浆蛋白低下

刺激垂体激素的分泌，从而影响恶性肿瘤的易

均可出现水肿，应通过增加营养、抬高水肿肢体

感性。而咖啡因对人体具有毒性的物质，它可

等措施以减轻水肿。长期卧床患者，要进行下

使体内 B 族维生素被破坏，而缺乏 B 族维生素

肢的功能锻炼，
防止静脉血栓的发生。

体器官，让生命得以延续，让大爱在人间传递。近日，在安医大二附
院，经过该院泌尿外科、OPO 等十余个科室的密切协作，顺利完成了
该院今年获批肝脏、肾脏移植执业资格后首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肾脏移植手术两例，捐献者的一对肾脏让两位肾衰竭患者重获新生。
据了解，我国目前每年有 5000～6000 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能完成 20000 多台器官移植手术，但相比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进行治疗的患者数量，这远远不够，很多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
者只能苦苦等待。专家呼吁广大民众，器官捐献就是换一种方式让
生命延续，抛弃传统观念，弘扬人间大爱精神，关注、支持器官捐献、
移植工作，挽救更多生命。
据了解，安医大二附院于 2021 年 6 月顺利获得安徽省肝脏、肾脏
器官移植执业资格，医院也是省内较早具备开展肾脏移植能力的医
院之一。

与癌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

肿瘤患者居家宜食食物
读者：
肿瘤患者居家宜食什么？
李旭：吃够：摄入的能量要足够。吃对：摄

入的食物种类要合理。
一、能量：肿 瘤 患 者 每 日 能 量 需 求 可 按

25～30kcal/（kg·d）估算。

按三阶梯止痛原则给予镇痛药
读者：
肿瘤患者居家疼痛如何控制？
李旭：一般都是按三阶梯止痛原则给予镇痛

药物，
患者居家期间按出院医嘱服药注意两点：
一、按时服药：有规律地服用止痛药可预
防疼痛的发生，防止加重。不能按“需要时”服
药，疼就吃药，不疼就不吃药。

二、高蛋白：肿瘤患者蛋白质需要量应该

二、家属观察止痛效果和药物副作用，如

满足机体 100%的需求，应超过 1g/(kg·d)，建

便秘、头晕、呕吐、疼痛位置变化、疼痛加剧等

议达到 1.5g~2.0g/(kg·d)。如：鸽肉、海参、鲤

异常及时应就医。

安医大一附院 29 个学科进入全国前 100 位
星报讯（孙林 记者 马冰璐） 10 月 31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

2020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排行。安医大一附院综合排名全国第
67 位，连续多年为安徽省唯一一家入围百强榜的医院，科技实力稳居
安徽省首位。
在 31 个学科榜单中，
安医大一附院共有 29 个学科进入全国前 100
位，
24 个学科居安徽省第一。其中，
烧伤外科学（第 5 名）、皮肤病学（第
9 名）、变态反应学（第 17 名）、泌尿外科学（第 22 名）、精神病学（第 26
名）、妇产科学（第 29 名）、风湿病学与自体免疫病学（第 32 名）、肾脏病
学（第 42 名）、麻醉学（第 44 名）、护理学（第 44 名）、心血管外科学（第 48

J 健康提醒

名）、神经病学（第 48 名）、呼吸病学（第 48 名）等排名全国靠前。

冷刺激易诱发面瘫

据悉，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排行于 2014～2020 年连续发布，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沿用统一标准、统一来源、统一方法，从科技产出、学
术影响和科技条件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其中，科技产出维度包括

星报讯（苏洁 记者 马冰璐） 最近，因面

天两次，每天按摩面瘫部位。如果不能闭

期刊论文、专利和标准以及论文引用等；学术影响维度包括科技奖

瘫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有所增多。据合肥

眼，易发生角膜溃疡，每晚可使用眼药水，以

项、杰出人才以及学术任职等；科技条件维度包括科研项目和科研平

市一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穆燕芳介绍，引起面

保护眼角膜。

台等。

瘫的病因很多，大多数患者是因面部长时间

穆燕芳提醒，预防面瘫在日常生活中应

2020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评价工作进一步优化，提高科技产

受过冷刺激、面神经因缺血而麻痹，受面神

注意面部的防寒保暖，必要时应戴上口罩、

出直接指标权重，强调质量、绩效、贡献；注重临床科技成果，凸显临

经支配的面部表情肌就会因营养不足而出

眼镜。感到疲劳时应及时休息，不要睡在风

床研究能力；突出标志性成果，引导提升科技成果质量；淡化人才称

现功能障碍，从而导致面瘫。

口，以防病毒感染，引起面神经麻痹。如是

号，体现突出贡献和科技活动实效；持续加大学术不端惩戒力度，强

有耳疾、带状疱疹、病毒性感冒等疾病，易诱

化科研诚信，为医院、医学院校科技管理工作提供新的手段和工具，

发面瘫，要及时治疗、彻底治愈。

并发挥引导和诊断作用。

穆燕芳建议，一旦发现有面瘫的症状，
患者应坚持用热毛巾敷脸，1 次 15 分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