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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老年人补钙
为何恶心、呕吐？
□ 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
主任药师 沈 素

，

三甲传真
北京协和医院

专家预计，到 2030年，癌症患者的人
数将增加一倍，其中大部分新增患者可能
来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癌症
预防工作更加紧迫和重要。

约 40%癌症可以预防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人
们在了解癌症形成过程，以及哪些内在
和外在因素能改变癌症风险方面取得
了很大进展，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已
正式将癌症明确为可控慢性疾病。”北
京癌症康复会会长李萍萍教授介绍说，
国际抗癌联盟已发布报告，若可戒烟、
节食、限制饮酒、有规律锻炼和接种针
对致癌感染的疫苗，约 40%的癌症是可
以预防的，这意味着每年将减少 300
万—400万例癌症发生。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仅有一小部分
癌症是遗传性的，环境因素是最重要
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这些环境因素
包括：吸烟和通过其他途径使用烟草，
感染、辐射、工业化学物和污染，以及食
物、营养、身体活动等许多方面。可见，
健康的环境可以避免癌症的发生。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食物和饮料、
身体活动的模式都已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人们
的食物更加丰富，膳食的能量密度越
来越大，所含的淀粉类食物越来越少，
油脂、糖和添加剂的含量则越来越多，
膳食也包括越来越多的酒精类饮料。
与此同时，人们久坐不动，体重和肥胖
率也在增加，这些变化与世界癌症模
式的变化存在相关性。如发达国家，结
直肠癌和激素相关癌症 （包括乳腺
癌、前列腺癌等）发病率较高，这与进
食红肉、身体肥胖度和大量饮用含酒
精饮料等有一定关系。在发展中国家
则是呼吸道、消化道癌症（包括肺癌、
食道癌、肝癌、胃癌等）发病率较高，
这与吸烟，饮酒，黄曲霉素，乙型或丙
型肝炎病毒感染，胃幽门螺杆菌感染
等相关。

□

老年人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发人群，
因此很多老人都在服用补钙药。但有些
老年人补钙后，常会出现恶心、呕吐、纳
差和胃肠不适，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老年人机体各脏器的功能逐
渐衰退，特别是消化系统。老年人胃酸缺
乏发生率可达 20%—60%，而胃酸缺乏
可造成钙的解离和摄取明显低于青壮
年。因此，老年人采取正确的补钙方法、
选择合适的钙制剂尤为重要。
正常人对各种钙剂吸收率一般都在
30%左右，国产和进口口服钙剂是没有
差异的，可任意选用。但胃酸缺乏对各种
钙制剂的吸收明显不同。
目前市场上的补钙药较多，大致可
分为无机钙制剂和有机钙制剂两类。老
年患者选择时，不应片面选择元素钙含
量高的无机钙。如碳酸钙的元素钙含量
高达 40%，但其水溶性低，在胃酸缺乏的
环境下，极易引起胃肠道刺激症状，对老
年患者极为不利。老年人应首选水溶性
好的有机钙制剂，如氨基酸螯合钙、枸橼
酸钙、葡萄糖酸钙、醋酸钙、乳酸钙等，由
于受胃酸影响小，更适合老年患者选用。
另外，钙制剂本身的结构及制剂工艺对
钙剂的吸收也有很大影响。相比而言，单
体钙的吸收高峰会导致血液钙离子浓度
迅速升高，经肾脏代谢排出，会给肾脏带
来一定压力。
此外，由于老年患者胃酸缺乏，口服
钙制剂一般应在两餐之间或饭后服用，
以减少胃部不适，因为食物的刺激会使
胃酸分泌增加，促进钙制剂的解离。必要
时，也可用枸橼酸、苹果酸等酸性果汁送
服，以提高胃酸的酸度。维生素 D有促
进胃肠道对钙的摄取、加强肾脏对钙的
重吸收、防止肾结石的发生和调解血钙
水平等功能。所以，老年人补钙时，应补
充足量的维生素 D，以使钙能最大限度
地被机体所利用。
（郑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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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首次确诊
Danon病

一名 15岁的少年，在北京协和医
院被确诊为 Danon病，这是我国首次
诊断 Danon病，相关结果以个案报告
的形式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上。
据介绍，Danon病是一种遗传病，
一般幼年起病，20岁以前发病，以男
性患者较为多见。 在临床上 表 现 为
“心肌肥厚—预激综合征—骨骼肌受
累和智力发育迟滞”三联症。此类患
者需要与肥厚性心肌病及继发性左心
室肥厚的疾病（包括糖原贮积病、Fabry
病、浸润性心肌病）相鉴别。收治这名
患儿后，考虑其心肌异常增厚，并伴
有预激综合征，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
田庄、 曾勇和方全等多位专 家 讨 论
后，决定采用最先进的心内膜活检提
取 样 本 做 病 理 ， 结 果 提 示 为 Danon
病，并最终通过基因测定确诊。据悉，
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在 2007年进行
了首例心内膜活检，从此，该项技术
在不明原因的心衰、心肌病的诊治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对活检技术及
病理诊断方面要求较高，目前国内只
有北京协和医院能够利用心内膜活检
对心脏疾病进行诊断。
田庄指出，Danon病目前尚无治
疗方法，一般会在 30岁之前死亡，死
因多为猝死或严重的心力衰竭。据国
外文献记载，治疗 Danon病需要进行
心脏移植。同时，田庄提醒：如果男性
儿童表现出心肌肥厚及骨 骼 肌 受 累
时，要警惕 Danon病。
（董琳）
科技部主办 责任编辑：葛宗渔、田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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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2月 4日是国际
抗癌联盟（UICC）指定的世
界癌症日，2012年世界癌症
日的主题是“共同参与，成就
奇迹”，旨在呼吁全社会包括
政府机构、肿瘤研究与治疗
机构以及抗癌专业组织等，
针对不同群体——
—青少年、
中年、老年、癌症患者、患者
家属、普通群众等，开展相关
活动，逐步建立起可持续发
展的肿瘤预防控制体制。

尖端医疗

加强科普才能扭转现状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季加孚院长
介绍，恶性肿瘤已经连续几年成为
北京市民健康的“头号杀手”。北京
市肿瘤防治办公室发布的
《1995-2010北京市恶性肿瘤发病
报告》显示，北京市肿瘤发病率最近
10年来直线上升。
在欧美国家，癌症发病率趋势
很平缓，死亡率呈下降趋势，这与他
们注重癌症的早期预防、早期筛查

有直接关系。季加孚指出，我国绝大多
数癌症患者确诊时病情已经进展到中
晚期，这时患者痛苦大，治疗起来花费
多，预后却并不理想。
所以，必须加强对社会的科普宣
传，向公众普及癌症的防治知识，让他
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癌症，这样才能
改变生活方式，做到早诊断早治疗，从
而逐步扭转我国中晚期癌症患者治疗
为主的状况。

做快乐的康复者
不幸患上癌症怎么办？是悲观绝
望还是积极面对？
2012年春节前，北京癌症康复会
开展“康复之星”的评选活动，已经
95岁高龄的王先生亲自口述，让女儿
代笔写下了 1200字的心得。从
他乐观的状态，很难想象这是
一位身患直肠癌、腮腺癌、皮
癌，癌龄已经长达 23年的高
龄患者。
在北京癌症康复会，像
王先生一样快乐生活的会员
比比皆是，他们坚强努力，笑

医药前沿

对人生。他们一路走来，历经恐惧，他
们不是单纯地活着，而是快乐地活着，
精彩地活着。会员中有的六七十岁还
在学电脑、学绘画；有的人背起摄像
机，走出家门拍摄祖国大好河山；有的
人拿起数码相机随时准备抓拍生活中
的美好瞬间；还有更多的人去唱歌、跳
舞，或者找新病友“话疗”，向他们介
绍抗癌经验，鼓励他们战胜自我。
做快乐的康复者，这是每一个癌
症患者努力的方向。尽管身患疾病，
但仍要热爱生活、享受生活，让快乐
充满每一天。

神经系统多发性硬化有望修正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
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并且是青壮年中
最常见的非创伤性、致残性神经系统
疾病。据估计，全世界约有 200万人患
有这种疾病。
多发性硬化在初始阶段临床表现

不明显，但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已经
发生。不同患者症状可能有所差异，最
常见症状包括视力模糊、肢端麻木或
刺痛以及力量与协调障碍。
日前，默克雪兰诺研发的利比申请
扩大适应症变更得到欧盟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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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 44微克每周三次可用于治疗单次脱
髓鞘事件的患者（首次脱髓鞘事件是疾病
的早期征象，并具有转化为多发性硬化的
高风险）。本次批准显示了利比在此类患
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据悉，复发型多发
性硬化最常见，利比是疾病修正药物，用于

治疗复发型多发性硬化，但在用于慢性进展
性多发性硬化的有效性还没有被确定。
此外，利比最常见的副作用是流感样
症状，注射部位反应，肝酶升高以及血细
胞异常，抑郁症及癫痫患者、肝病患者需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仇萦）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
约有 130万人死于肺癌，而 85％ 肺癌
患者在就诊时已失去手术机会，这其
中又有 30％ 患者因肿瘤阻塞气管、支
气管导致严重呼吸困难，甚至引起呼
吸衰竭而死亡。
早在 1845年至 1851年间，英国
内科医师詹姆斯阿路特，开始将冷冻
的破坏作用用于临床工作。他采用一
个特殊的装置将盐和冰硝混合在一
起，使局部温度达到 -18℃ 来治疗晚
期子宫癌，结果发现能够有效地减轻
疼痛，控制肿瘤生长和减轻症状。在
20世纪 60年代初，冷冻外科领域的
下一个突破性发展是，库珀和李发明
了液氮冷冻探头，可达到 -196℃ ，使
冷冻脑组织成为可能。1964年，阿姆
斯和沃克尔进一步改进了探头，该探
头能够迅速制冷而且不需要热绝缘，
这种状态是可以被调控的。在这一时
期，冷冻外科得到广泛推广，被运用
于脑外科、眼科、乳腺癌、前列腺癌、
视网膜脱离、痣疮、妇科疾病、骨肿瘤
和食管肿瘤。
将冷冻外科用于治疗气管、支气
管内肿瘤开展得较晚，主要是因为没
有合适的冷冻探头可以插入气管、支
气管内用于治疗，同时对气管、支气
管内粘膜的愈合缺乏足够的认识。到
20世纪 70年代，随着一系列有关这
方面的动物实验，同时研制出了专用
于硬质支气管镜的小直径探头，这一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在，冷冻外
科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用于治疗气
管、支气管腔内疾病。
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肺类癌肿
瘤，冷冻疗法可有效地改善症状，甚
至治愈疾病，或使肿瘤由不能切除变
为可切除性。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自
2002年 3月起，应用硬质气管镜和纤
维支气管镜冷冻治疗晚期中心型肺
癌 75例，取得较好疗效。
据介绍，经支气管镜冷冻治疗的
优点主要有患者耐受性好；操作简便
易行、安全有效；费用低，很快缓解临
床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增加放
化疗的敏感性；增加机体抗肿瘤免疫
力；无 X线照射；纤维支气管镜具有
较好的可弯曲性，可治疗 3—4级支
气管甚至更远端病变。但是，该方法
只作为姑息治疗，很难达到临床治
愈，故术后复发几率较高，但只要病
人状况允许，可重复治疗。
据悉，经支气管冷冻治疗适应症
主要有：
① 不能开胸手术切除的梗阻型
中心型肺癌，即气管、支气管腔内肿
瘤的姑息治疗；
②肺癌术后残端复发、支架植入
后支架两端以及腔内再狭窄的治疗；
③高龄，肺功能低患者；
④心肺功能不全、不能耐受全麻
者为手术禁忌。
除了肺癌外，冷冻疗法尚可用于
治疗其他良性或恶性支气管肺部疾
病，如类癌肿瘤、肉芽肿、淀粉样变、
气管、支气管软骨发育不良、脂肪瘤、
息肉、平滑肌瘤、血管瘤等。
此外，经支气管冷冻法的不良
反应主要有：支气管出血、肿瘤碎
片或坏死物阻塞支气管引起肺不张
等。
（石彬 刘德若 郭永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