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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张阳 刘昕晨）

平时工作劳累，市民都喜

欢去按摩放松。但原来并非人人都适合

按摩。 5 月 31 日，记者从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获悉，年轻小伙在休闲会所

做了泰式按摩后导致肩关节脱位进了

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骨外科

教授黄霖提醒，错误的按摩方式却会给

身体造成损伤，甚至会导致瘫痪。

按摩师一招“反折飞燕” ，小伙

儿肩关节脱位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骨外科

主治医师李玉希介绍，最近急诊接了一

名患者陈先生，他原本想做泰式按摩放

松身体，没想到却把自己“按”进了医

院。 据患者陈先生回忆，按摩师从脚开

始，依次往上按压全身各个关节，舒展

背部和腰部。正当陈先生感觉越来越放

松时，按摩师来了一招“反折飞燕”的高

难度动作，陈先生听见“啪”的一声，随

即右肩就动不了了， 一动就剧烈疼痛。

随后，陈先生在店员陪同下来到中山大

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

“我仔细检查了患者， 他的右肩疼

痛伴活动受限，是典型的肩关节脱位表

现。 ”经 X 光检查确诊后，李玉希用传

统的希波克拉底复位法，很快就将陈先

生的右肩关节脱位复位了。当即陈先生

的右肩又能重新活动了，疼痛也随之消

失。

按摩要找有资质康复医师，错

误手法会造成身体损伤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骨外科

教授黄霖介绍， 肩关节脱位非常常见，

约占全身关节脱位的 50%，而且绝大多

数的肩关节脱位均为前脱位。 据了解，

肩关节前脱位的复位方法多达 11 种，

最常见的就是希波克拉底复位法。“但

是，该方法存在臂丛神经牵拉损伤的风

险，所以应该由专业的医生来操作。 ”

目前，推拿按摩已经成为康复治疗

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但错误的按摩方

式却会给身体造成损伤。 黄霖表示，陈

先生的肩关节脱位就是由于按摩师错

误牵拉上肢造成的，因此，选择正规的

康复中心和有资质的康复医生进行按

摩，是非常必要的。

累了痛了“想按就按”？ 非也

骨外科主治医师：按摩并非人人适合，错误手法会导致身体损伤甚至瘫痪

脊髓型颈椎病患者：

此类患者禁忌推拿按摩，若有不慎可能会导致瘫痪。

李玉希介绍，他已经诊治过两例按摩导致瘫痪的病例，甚为患者感到惋惜。 因

此，若出现行走不稳、走路像踩棉花似的一脚轻一脚重，或者上肢无力，无法完

成精细动作，如握笔写字、使用筷子等，请一定不要去按摩康复。

年龄超过

70

岁长者：

年龄过高的长者大多存在骨质疏松，患有多种基础

疾病，存在感觉反应迟钝等情况，所以不建议推拿按摩。

有出血倾向（或血液病）患者：

按摩可能引起局部皮下出血。

患有各种骨折、骨关节结核、骨髓炎、骨肿瘤患者：

推拿按摩可能引起病理

性骨折、肿瘤扩散转移或炎症发展扩散，因此不建议推拿按摩治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

员张阳刘昕晨张海峰）

今年 70 岁

的刘伯因为“主动脉瓣狭窄”导致

反复发作急性心衰，若不置换主动

脉瓣，刘伯生命危在旦夕。 原本以

为置换瓣膜是个“大手术”，让刘伯

没有想到的是，手术不必开胸就成

功换瓣，手术创口仅有 3 毫米。 原

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党委

书记、心血管内科主任王景峰教授

团队，为刘伯实施的是经导管主动

脉瓣置入术（TAVR），才让患者免

受“开胸之苦”。

担心手术风险 家属拒“开胸”

王景峰介绍，刘伯多年前就出

现“主动脉瓣狭窄”，同时患有肺气

肿且明显消瘦。家属出于对手术风

险和术后康复的担忧，一直不能接

受“开胸换瓣”治疗方式。 最近两

年，刘伯心脏功能恶化明显，平躺

就会气促，睡觉也不安稳。最近，刘

伯急性左心衰发作尤其频繁，疾病

已发展到终末阶段。 4 月中旬，刘

伯一家来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心血管内科， 寻求进一步治

疗。

据悉，刘伯住院后，王景峰组

织心血管外科、麻醉科、心脏超声

科、放射科、重症医学科等专家进

行 MDT

（多学科专家会诊 ）

，专家

一致建议实施瓣膜置换术，开胸手

术和 TAVR 均可考虑。 家属经慎

重考虑， 决定接受 TAVR 微创换

瓣术式。

TAVR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

手术呢？ 王景峰介绍，TAVR 的原

理类似冠心病支架植入术，通常在

大腿根部动脉开一个 2~3 毫米的

切口，通过导管将特制的人工瓣膜

沿着动脉输送到病变的主动脉瓣

位置，通过机械挤压将原瓣膜挤向

旁边， 替换病变的主动脉瓣膜。

“TAVR 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

势，是治疗主动脉瓣狭窄的理想术

式。 ”王景峰介绍。

年纪大患者 适宜进行

TAVR手术

4 月 25 日下午， 专家团队在

心导管室为刘伯实施了 TAVR 手

术。 3 个多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术前不能平躺的刘伯，术后终于可

以平躺睡觉了，而其术后反应心功

能的化验指标也提高了 91%。术后

一个月，刘伯返院检查时说，自己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检查结果

显示， 刘伯心功能指标非常好，连

一直存在的胸腔积液也因为心功

能改善而吸收得干干净净。

王景峰教授介绍，TAVR 技术

的出现，为年纪大、心功能差、存在

严重合并症等原因无法接受传统

手术的患者，带来了希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余

广彪 杨森）

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马骏、孙颖教授团队牵头，联合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等全国共 12 个中心， 共同开展了一项

利用吉西他滨+顺铂

（简称

GP

）

方案诱

导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大型前

瞻性Ⅲ期临床试验，该方法首次被证实

有效。 据悉，该方案可将 3 年无瘤生存

率提高到 85.3%，3 年总生存率提高到

94.6%，为广大晚期鼻咽癌带了福音。

美国当地时间 5 月 31 日下午，马

骏教授应邀在 2019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

年会（ASCO）口头报告该研究成果。 研

究获得 ASCO 的最佳研究（Best of AS－

CO）殊荣，同时在全球排名第一的临床

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

（

2018

年

IF:79

）

。据悉，这

是中国内地学者主导的肿瘤学研究第

一次问鼎该杂志。

3年无瘤生存率提高至 85.3%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近一半

的鼻咽癌发生在中国，发病率位世界之

冠。 但由于鼻咽癌发病部位隐蔽， 70%

以上患者就诊时已是局部区域晚期，治

疗效果差。 如何提高晚期患者的治疗效

果，一直都是全世界学者研究的重点。

据介绍， 该项临床研究于 2013 年

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启动，研究由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牵头全国 12 家

医疗中心参与本项临床试验。 研究结果

发现， 同期放化疗前增加吉西他滨+顺

铂

（

GP

方案 ）

诱导化疗，可将 3 年无瘤

生存率从 76.5%提高到 85.3%，3 年总生

存率从 90.3%提高到近 95%。

同时，GP 诱导化疗方案十分安全，

超过 95%的患者可以顺利完成 3 程诱

导化疗；GP 诱导化疗期间， 仅 5%的患

者出现 4 度副作用

（严重不良反应）

；并

且不会增加患者治疗后患合并症的风

险。

局部区域鼻咽癌晚期患者最受益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院长孙

颖介绍， 经过对入组患者的长期随访，

结果显示， GP 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

疗， 可以明显降低患者远处转移风险，

进而提高无瘤生存、 总生存。

新方案诱导治疗适合哪些患者？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院长孙颖介

绍， 该研究在适合局部区域晚期鼻咽

癌患者， 这部分病人占初治非转移鼻

咽癌人数的 70%。 “在采用以往三药

诱导化疗方案中， 会存在病人在化疗

后因为白细胞下降导致死亡的情况；

或因毒副作用再治疗等情况， 也会增

加病人的经济负担”。 但使用新的方案

后， 毒副作用减少， 患者生存质量提

高。 “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经过治疗

后， 患者肿瘤被根治， 能够正常的生

活。”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党委书记

武少新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本次由马

骏教授、 孙颖教授团队开展的临床研

究成果登顶世界顶尖学术平台， 充分

展现了研究团队成员攻坚克难、 征服

癌症的担当和决心， 同时也反映出业

界同行对该中心在鼻咽癌诊治领域世

界领先地位的再一次肯定和认可。

广东专家研究出治疗鼻咽癌新方案

新方案适合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患者，能令3年无瘤生存率提高至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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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开胸就能换瓣

TAVR令70岁老伯

“重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