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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多达23人患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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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称是遭了“
报应”

市一院基因测序找到元凶
家族46人中竟有23人身患癌症，多
达11种不同类型，包括食管癌、乳腺癌、
胃癌、结肠癌、淋巴瘤、骨肿瘤等，多数患
者已经死于肿瘤。并且发病年龄从8岁到
77岁，涵盖各个阶段。其中多人分散居住
在全国各地，也没有地域性特征。
最惨一家母亲和儿女三口人在两
个月内接连离世。 整个家族多年里都笼
罩在深深的恐惧之中。 老人们甚至认为
是遭了报应，才会遇上如此灾难。
今年3月份， 来自宿迁市泗阳县63
岁的李老伯身患肛门管状腺瘤，在淮安
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时向医
生求助，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他们家
族患癌情况。 他说，这么多年，家人不断
离开，却始终都没找到病因，希望医生
们可以帮帮他。
消化科立刻联系肿瘤科，随后肿瘤
科请来中心实验室王其龙主任。 他在李
老伯出院后的第二天，带着助手前往位
于泗阳县的家中。 老人家里还在世的所
有人都聚在了一起， 期待着能解开谜
底。 当天，王其龙随机抽取了家中二十
余人的外周血样本，其中包括已经患癌
和健康人。
“
看到这个家族悲剧的时候，除了深
深的感叹和同情， 遗传性肿瘤的概念也

星期三

浮现出来，” 王其龙介绍，“一般家里有
4-5个人患癌就很多了， 而像这家人多
达23人，并且肿瘤类型之多非常罕见。 ”
他进一步阐述，癌症本质上是一种
基因病，几乎所有癌症都是由于人体基
因发生突变引起的。 而基因突变又分为
两种，一种是偶发性的，导致这些癌症
的基因变异不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
而是患者自身体内发生的。 如HPV感染
导致的宫颈癌、 日晒导致的皮肤癌等，
还有许多偶然因素导致基因突变。 而另
一种是遗传的， 这类人群从一出生，某
个甚至多个基因就已经发生突变，导致
其更容易患癌。
随后，王其龙团队联合奥维森基因
科技公司对抽取的血样进行了全基因
组测序分析，通过目前先进的IT+BT的
数据挖掘技术，得到各样本的变异注释
结果；再通过包括频率过滤、功能筛选、
家系共有突变位点筛选和小家系共分
离分析等高级生物信息学分析手段，最
终得到重大发现，所有抽取的样本都有
一个罕见的共有基因突变，且目前国际
上鲜有该基因的相关报道。
王其龙表示， 接下来根据研究流
程，还要进行一系列验证工作，来最终
确定该基因和肿瘤的关联性。 但由于已

经在所有样本上都发现了该共有突变，
根据经验来说，基本可以肯定该家族的
癌症与此相关。
患者和家人得知结果后也很激动，
终于谜团就要揭开了。 而对于基因研究
在肿瘤预防和治疗中的作用，王其龙介
绍说， 这个发现对这个家族意义非凡，
如果最终验证成功，也将在研究领域引
起重大反响。 他表示，随着基因测序的
进一步普及，未来将会成为体检的一部
分，每个人都会了解自己患癌风险。 在
目前的临床上，测序等基因检测手段也
为精准治疗提供了支撑，市一院中心实
验室精准医学中心已引进了包括一代、
二代测序、串联质谱、数字PCR仪等一
系列高端检测分析设备，为指导肿瘤化
疗、靶向药物匹配、预后判断等多方面
提供检测依据，为改善患者预后提供更
为精准可靠的服务。
作为留美回国的免疫学博士，王其
龙选择进入医院继续他的科研。 他表
示，与高校及其它科研院所相比，医院
有大量珍贵的临床样本，也能接触到很
多罕见的病例，这样科研就可以从临床
中来，再应用到临床中去，真正地解决
患者的实际问题，体现临床科研的核心
价值。
（陆雪川）

为了进一步提升市民
母婴护理技能， 促进母婴
健康，6月10日， 淮安市妇
幼保健院与社区居委会共
同举办“母婴护理走进社
区，育儿经验送‘货’上门”
科普活动。 该院产科7名护
理人员走进宝塔桥社区，
向居民发放母婴护理知识
宣传手册150余份，并给予
围产期及育儿知识的现场
指导。 图为产科护理人员
现场指导婴儿抚触的方
法。
王晶晶 王文婷 摄

淮阴区领导赴区第二人民医院
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6月11日下午，淮阴区人大主任陆益民一行赴淮阴区第二人
民医院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陆主任一行询问了医院发展情况， 认真听取了该院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的做法和措施， 实地察看了门诊大厅、 文化长
廊、停车场等地方，详细了解了医院在氛围营造、环境卫生、秩序
管理、文明宣传引导、投诉机制等方面工作情况。
陆主任对该院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同时他希望该院再接再厉、建立长效机制，推动文明城市创
建常态化。
该院创建负责人表示，将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不断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为辖区内群众提供文明、舒适、和谐、温馨
的就医环境，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不懈的努力和应有
的贡献。
（赵彩霞 杜劲松）

男性朋友的福音
6月16—18日， 北京协和医院原泌尿外科
主任臧美孚教授将莅临淮安幸福医院亲诊
长期的心理高压、快速的生活节奏，应酬、烟酒……现代生活
习惯给男性疾病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温床，作为家庭和社会中
坚力量的男人，往往承担更多的责任,健康是家庭幸福的保障，如
何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自己的健康，轻松解决“男”言之隐。
淮安幸福医院为关爱男性健康，缓解男科领域“看病贵，看病
难，看名医更难”的现状。 6月16-18日，特邀请北京协和医院原泌
尿外科主任臧美孚教授和沪宁泌尿外科第一刀朱玉平教授来淮
亲诊。 患者可以提前预约，二位教授将与你零距离接触，帮你解疑
答惑。
近年来，淮安幸福医院引进的脱细胞生物补片技术，是一项
革命性的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增加厚度来降低神经敏感性。 该
技术成为早泄临床诊疗的不二选择，其恢复时间短、创伤小、见效
快的优势越来越受男科疾病患者的欢迎。 其安全性经过了多年的
临床验证，也受到男性患者的好评。
（徐琦)

好消息！ 淮安山阳草堂国医馆
5000份中药香囊全城免费送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喜迎端午佳节。 淮安山阳草堂国医馆
将在父亲节及端午节当天全城免费赠送5000个中药香囊。 中药
香囊由国医馆名中医及资深老中药师倾心打造，方用艾叶，雄黄
等名贵中药材，具有芳香祛秽，预防感冒等作用。 国医馆准备了
5000份中药香囊免费赠送给全城百姓， 父亲节和端午节当天来
国医馆即可免费领取香囊。
自山阳草堂国医馆成立以来，一直以弘扬中医传统文化，践
行公益活动，免费为群众义诊、体检、捐赠、中医药文化宣讲等，
累计近百万余元。 据悉，近期国医馆正在开展来馆即可免费体验
针灸推拿及艾灸等传统特色中医体验， 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及体
验。
（山阳郡）

青少年包皮过长，割还是不割

包皮过长影响生殖发育，父母别不当回事
包皮过长、包茎是一种男性常见的
生殖器官畸形疾病之一。 因为常见，很
多成年人对此都不太重视。 然而，对青
少年而言，包皮过长、包茎对他们生殖
器官发育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今年6月
份，淮安中山医院青少年生殖健康节拉
开序幕，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值得关注
的领域。

包皮过长
讳莫如深却危害多多
由于国人对性的保守态度，生殖健
康的话题一般都会闭而不谈。 然而，青
春期是一个身体和心理共同成长的时
期，当男孩包皮过长或包茎时，带来的
问题却是难以想像的。
包皮过长、包茎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包皮垢的产生和存积，它们易刺激包皮
发炎。 而包皮口径过小的人，包皮上翻
后不容易恢复原状，更容易造成嵌顿包
茎，不仅影响身体正常发育，还极易引
起包皮龟头炎、包皮炎，病菌通过尿道
还可以造成尿路感染。 而生殖器发炎，
还会引起尿道口或前尿道狭窄，造成排

尿困难。 同时，包皮过长使龟头得不到
外界应有的刺激， 可能造成生殖器短
小，甚至影响以后的夫妻生活。

包皮手术
有效解除发育“
障碍”
随着社会的发展，包皮手术已经成
为男性生殖整形中常见的一项手术。 而
包皮手术的好处更是受到了医学界和
社会的广泛认可。 包皮手术不仅可以促
进男性生殖器的健康发育， 从长远来
看， 还可以降低男性患阴茎癌的概率，
以及前列腺炎、精囊炎、附睾炎等并发
症的产生，防止男性不育。
当下，仍然有一些家长想带孩子去
割包皮时，顾虑重重，不手术怕影响孩
子发育，造成生殖器短小，手术又怕伤
了命根子，不安全。 其实，淮安中山医院
泌尿外科汤鹏主任介绍，该院的韩式包
皮环切手术，具有安全无风险，切除长
度适宜，切口整齐，出血少，皮肤滑动性
好，阴茎外观自然更美观，痛苦小、愈合
快等优点， 深受广大男性朋友的青睐。
汤主任也强调， 由于手术部位特殊，对

医生的技术以及术后的恢复治疗等要
求也较高。

手术特惠
慈善医院助力生殖健康
作为淮安市慈善医院，淮安中山医
院每年都会推出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
回馈淮安市民。 随着暑期的到来，今年6
月1日起，中山医院启动“淮安青少年生
殖健康节”活动，旨在加强青少年生殖
健康教育， 提高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
同时，推出韩式包皮环切术特惠，1人6.6
折，2人及以上同行半价，实实在在地为
青少年人群送去一波福利。
在暑期，青少年群体，特别是学生，
不用早出晚归往返学校，出行、运动都
会减少， 正好是做包皮手术的最佳时
期。 淮安中山医院泌尿外科汤鹏主任介
绍， 包皮手术术前基本不需要特殊准
备，洗个澡、穿条比较宽松的裤子就可
以了。 不过包皮和龟头有炎症的患者，
需要等炎症消除才能手术，避免合并感
染。
(中山）

“
让左邻右舍都知道你们的好技术”
建湖建阳眼科医院技术精湛获患者好评
今年74岁的王永老爹爹，江苏大丰市人，1年前因“右眼孔源
性视网膜脱离”在建湖建阳眼科医院行“右眼玻璃体切割+白内
障超声乳化吸出+视网膜复位术”并治愈出院。
近日，王老感觉右眼球胀痛伴头痛，且逐渐加重，生活很不方
便。老伴去世早，儿女不在身边，一人在家，下不了楼梯台阶，难以
出门，深受眼病之苦。 今年4月下旬，在儿女的陪同下，专程来到
建湖建阳眼科医院求医， 当日门诊的常务院长苏安庭接待了他，
通过眼科全面检查，测眼压35.5mmHg，（比正常值高），必须要行
右眼取油术，并收治入院。 次日通过完善各项检查，积极术前准
备，无明显手术禁忌证，苏院长亲自为其行右眼取油+二期人工
晶体植入术，术中顺利。在医护人员热情、认真、细心地护理下，住
院七天就出了院。 术后右眼角膜清，前房正常，人工晶体位置居
中，无皮质残留，后囊光洁，玻璃体清，能看到走路，生活又能自理
了，他很高兴和感激，更让他感激的是术后的服务，苏院长经常打
电话随访问他双眼情况，还嘱咐他：“一人在家，有什么事打个电
话，请邻居帮帮忙。 ”就这么一句嘱咐话，王老爹深有感触地说：
“
我的右眼恢复了光明，奇迹的出现要感谢苏院长，他的精湛技术
和待人和睦热情，让我感动不已。 ”
出院那天，王永的女儿拉住苏院长激动地说：“是你造就了我
父亲的光明奇迹，我们一家人感激不尽。回去后，要让我家左邻右
舍的人都知道建阳眼科医院技术好，让大家知道苏院长人好心好
医疗水平更好。 ”
（姜新基 严加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