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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陶艳 周瑾容

嚼槟榔致癌， 已是一个老话题，
近期一种药品“四磨汤” 被曝有毒，
再次把槟榔致癌推到了“风口浪尖”。

湖南人有嚼槟榔的习惯， 槟榔成
了不少人不可或缺的“零食”。 嚼槟
榔究竟会不会致癌？

槟榔是一级致癌物，
还是传统中医药材

省名中医、 省中医院教授肖国仕
介绍， 槟榔用于中医临床， 首载于东
汉末年。 他指出， 药用槟榔和食用槟
榔并不一样。

药用槟榔是已经成熟剥去果皮的
种子， 于8—11月果实完全成熟之前
即予采收， 去皮， 煮沸， 切成薄片晒
干， 即可入药， 其味苦、 辛、 涩， 性
温， 无毒， 可主治除湿气、 通关节、
利九窍、 除烦、 破腹内结块等。 药用
广泛， 疗效也很突出， 是一味临床常
用的中药。

药用槟榔还可作药膳， 例如槟榔
露酒具有疏肝解郁功效， 主治气郁型

黄褐斑； 槟榔白术猪肚粥补益中气、
消积和胃、 健脾散滞， 用于中老年人
消化功能减退， 也可用于脾胃虚弱、
气滞食积所致的腹胀纳呆， 排便不
爽， 肢体困倦等。

“两颊红潮增妩媚， 谁知侬是醉
槟榔。” 这是苏东坡晚年被贬海南，
目睹醉槟榔之状所作的诗句。 在我省
长沙、 湘潭等地区， 槟榔作为“植物
口香糖” 深受欢迎。 肖国仕介绍， 嚼
用槟榔多由未成熟的槟榔果制成， 嚼
块以槟榔果为主要成分， 并以叶、 花
藤和石灰作为配料。

嚼槟榔致口腔疾病
是医学界共识

2003年， 槟榔被国际癌症研究中
心认定为一级致癌物。 据报道， 全球
每年新发的口腔癌， 多达30万～40万
例， 其中58%出现在南亚和东南亚地
区， 而这些地区居民大都有咀嚼槟榔
的习俗。

这小小的果实， 为何会致癌呢？
省人民医院口腔科医师陈敏慜介绍，
嚼槟榔导致最常见的疾病是口腔黏膜
纤维化， 它的早期临床表现就是进食

时灼热感， 张口困难， 包括进食困难
且缓慢， 唾液增加， 影响正常味觉、
口干及会有鼻音。 口腔黏膜纤维化还
是一种癌前病变， 嚼槟榔的人罹患口
腔癌的几率比不嚼的要高出20倍。

不少人质疑， 大部分嚼槟榔的人
不是也没得口腔癌吗？ 陈敏慜解释，
就像吸烟和肺癌的关系， 吸烟可能导
致肺癌， 但不是所有吸烟的人都会得
肺癌。 嚼槟榔与口腔癌也存在个体差
异， 但嚼槟榔对牙齿的影响却是10
0%的。

槟榔纤维相当粗硬， 长期嚼槟榔
可使牙齿磨耗严重， 甚至出现牙齿折
断 ， 使牙齿出现对“冷 、 热 、 酸 、
甜” 特别敏感或者疼痛不适。 槟榔纤
维还常常会刺伤牙龈或堵塞牙缝， 造
成牙间乳头的压迫而发炎； 嚼槟榔过
程中咬合力量过大对牙周膜易造成伤
害， 使得牙根周围发炎、 浮肿、 疼
痛。 另外， 嚼槟榔的人口腔卫生条件
大多较差， 由于槟榔成分中的石灰质
和槟榔残渣的堆积， 使牙龈受损、 红
肿化脓、 牙根外露等而产生牙周病
变， 终至牙齿一颗颗脱落或不得不拔
除。

口腔癌发病率逐年增高，
呈年轻化趋势

作为世界上口腔癌六大高危国家
和地区之一， 我国口腔癌占全身恶性
肿瘤发病总数的1.5%—5.6%。 据统
计， 过去10年间， 与唇、 口、 舌、 喉
相关的癌症， 患病率上升了26%。 口
腔癌过去常被看成“中老年病”， 高
发年龄段为40—60岁。 但这两年数据
显示， 口腔癌发病率逐年增高， 且呈
现出年轻化趋势， 特别是30岁以下的
口腔癌患者明显增多。

在我省各大医院的口腔科病房，
都可以看到因为嚼槟榔导致口腔癌的
患者。 口腔癌患者手术破坏性极大，
手术后大多数患者都面目全非。 因为
槟榔对整个口腔黏膜、 舌头、 牙龈都
有刺激， 可能切除一个部位的癌变后
其他部位又有可能再发现癌变， 长期
的治疗对患者的身体、 心理及家庭都
带来巨大负担。

专家提醒， 口腔黏膜白斑、 口腔
黏膜红斑、 扁平苔癣、 口腔黏膜纤维
性病变等口腔疾病， 都是与口腔癌有
关的癌前疾病， 要尤为注意。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建新 ） “凶险型前置
胎盘” 由于出血急、 病情变化
快， 手术犹如在膨胀的气球上下
刀， 母婴双亡的悲剧很有可能发
生。 日前， 湘雅二医院产科在相
关科室的协作下， 连夜为两位突
然发病的凶险型前置胎盘产妇进
行手术， 母子平安。

5月14日下午6时许， 怀孕39
周的张女士突然出现大量阴道流
血， 瞬间出血约3000ml， 相当
于正常人血液总量的一半多， 母
子生命危在旦夕。 张女士曾被诊
断为“中央型前置胎盘， 胎盘植
入”， 原本安排第二天手术。 医
护人员迅速将张女士送入手术
室， “湘雅名医”、 产科主任丁
依玲教授直奔手术台组织抢救。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 终
于母子平安， 并保住了产妇子
宫。

正当大家分享新生的喜悦
时， 15日凌晨1时， 丁依玲又接
到“求救” 电话， 又一位凶险型

前置胎盘的孕妇需马上手术。 医
生们又投入紧张的救治， 经过5
小时的手术， 保住了产妇的生
命， 婴儿也平安降生。

“这种胎盘着床于前次剖宫
产术“刀口” 疤痕处， 就像一个
薄膜包裹的血球， 里面血管交
错、 怒张， 手术犹如在膨胀的气
球上雕刻。” 丁依玲教授介绍，
“凶险型前置胎盘” 由于出血急
而凶猛、 变化快， 手术风险极
大。

数据显示， 我国剖宫产率已
达46.5%，为全球第一。 高剖宫产
率， 导致凶险性前置胎盘发生率
高达30—50%， 其死亡率高达
10—20%， 是孕产妇主要死亡原
因之一。 丁依玲呼吁促进自然分
娩的同时，也提醒广大育龄妇女，
怀孕后要加强产检， 做好孕期保
健，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到正规
大型医院就医，及时中止妊娠。要
做好避孕，避免多次流产和刮宫，
减少对子宫壁的损伤，剖宫产后3
年之内避免再次妊娠。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萍 彭璐） 很多肿瘤手
术影响患者容貌， “肿瘤整形外
科” 应运而生。 近日在武汉召开
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整形
外科学术大会上， 一部由我省专
家主编的 《肿瘤整形外科学》 受
到高度关注。 该书首次系统地创
立了肿瘤整形外科学的基本理论
和概念， 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理论
方面的空白。

对很多体表肿瘤手术患者而
言， 手术几乎等于“毁容”。 由
于病变组织被切除， 身体上往往
会留下缺损式畸形， 严重影响患
者的术后容貌， 给患者造成巨大
的心理压力， 难以融入正常社会
生活， 眼睑癌、 舌癌、 口腔癌等
一些面部肿瘤尤为突出。 但由于

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
专门开设肿瘤整形外科的医院屈
指可数。

据悉， 《肿瘤整形外科学》
是由湖南省肿瘤医院周晓、 曹谊
林、 胡炳强教授主编， 在付小兵
院士等专家的支持与帮助下， 组
织我国整形外科、 肿瘤外科、 放
疗科、 化疗科等领域的数10位专
家联合编写。 该书首次系统地创
立了肿瘤整形外科学的基本理论
和概念， 将“肿瘤整形外科学”
治疗范围定义为肿瘤切除后的皮
肤、 黏膜、 肌肉、 神经、 骨骼及
某些器官缺损的修复和重建。 周
晓介绍， 书中通过大量典型案
例， 为肿瘤外科医生的临床手术
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有望开启一
个新的外科学科分支。

近视眼发病率逐年上升，据统计，
我国小学生近视发病率超过30%，中学
生超过60%，大学生超过80%。多数近视
的发生与从小不注意用眼卫生有关 。
因此， 青少年从小就要抓好以下几方
面：

1、看书、写字时，眼睛与书本的距
离保持在33厘米左右，头要放正，背要
挺直。

2、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 ，每半年
检查一次视力，发现有近视，到正规医
院进行医学验光，配戴合适眼镜。

3、看书写字或看电视、电脑和手机
30至40分钟要停下来休息或望远8至10
分钟。

4、避免物像在视网膜上形成模糊

影：光线不应过暗或过强，傍晚时避免
近距离用眼，黄昏作业时要尽早开灯；
不要在震荡、晃动的状态下如乘车、走
路时阅读。

5、多参加户外活动，如放风筝、打
球、爬山等，放眼远眺可缓解眼疲劳。

6、合理饮食，补充足够的微量元素及
维生素，少吃甜食和膨化食品。近视患者
普遍缺乏铬和锌，多食黄豆、花生、瘦肉、
猪肝、 鱼类、 蛋黄等含锌丰富的食物，牛
肉、黑胡椒、糙米、玉米、小米、葡萄汁、食用
菌类等含铬丰富的食物。维生素A、B1、C、
E是眼睛进行新陈代谢时必备的营养成
分，增加这些维生素可以预防由于过度用
眼所致的角膜干燥、视疲劳等。

（长沙市中心医院眼科 李先锋）

健康���话题

近日，一种叫作“四磨汤”的药品被曝含有“一级致癌物”———槟榔。 一时间，槟榔是
否“有毒”引发争论———

嚼槟榔究竟会不会致癌

手术犹如在气球上雕刻
湘雅二医院医护人员奋战一宿，2名

孕妇获救，母子平安

肿瘤手术严重影响患者容貌

《肿瘤整形外科学》填补理论空白

健康���提醒
六招预防近视

5月22日，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计生协会举办“关爱流动人口，情系
生育关怀”活动，为辖区流动居民和贫困家庭提供赠送计生保险、讲解政策法
规和免费发放计生药具等服务。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