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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与心脑血管疾病有何关联

　　癌症与心脑血管疾病在新加
坡杀手榜位列前二名。2017年
卫生局发布的资料显示：29.1%
的国人死于癌症，因心脑血管疾
病死亡比例高达24.8%。
　　这两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
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随着人口
老龄化，其趋势短期内不会逆
转。所以，任何国家都会研究如
何解决如此严重的医疗负担。
　　以往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们，
它们是两种独立的疾病，事实却
不尽然，许多临床研究显示二者
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存
在共同的危险因素、治疗过程相
互影响等。
　　近年来，“心脏癌症（肿
瘤）病学”(Cardio-oncology)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方兴未
艾。其内容主要是整合心血管
内科及癌症科医生各自的专业知
识，取得共识，共同关注以及更
深层次地探讨这两类疾病的共同
病理基础。如癌症化疗药物对心
血管系统的毒性，如何对冠心病
合并癌症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
相关问题。
　　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对癌症
发生的作用心血管致病因素一般
可以分为可控性和非可控性，可
控性因素包括吸烟、高血脂、高
血压、糖尿病；非可控因素包括
年龄、性别、种族遗传等。
    1.吸烟：长期吸烟与14种癌
症相关，最常见的是肺癌、口腔
癌、鼻咽癌。其中90%的肺癌是
由吸烟所导致。吸烟引发癌症的
主要机制是由于烟草中的70余种
致癌物质反复损伤器官细胞，超
过其再生能力，从而形成肿瘤。
吸烟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更是众
所周知。
　　2.饮食：大量调查显示饮食
与心血管疾病发生明显相关。同

样的，许多癌症也与饮食结构和
习惯有关。摄入高脂肪食物所引
发的高血压、高血脂及慢性反应
性炎症也可以导致癌症，如红肉
和直肠癌，广东咸鱼和鼻咽癌，
腌制食物和胃癌等。
　　反之，膳食中多摄入水果、
蔬菜和富含多酚（phenol）成分
的植物，则能降低心血管及癌症
的发病概率。酒精可以在某种程
度上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但是
可能导致口腔癌、喉癌、食管
癌、肝癌等癌症，须适可而止。
　　3.运动：研究显示，运动有
益于心血管健康，其部分机制是
通过对心血管危险因素如糖尿
病、高血压产生有利影响。同
时，有证据显示，运动可以降低
癌症发病风险，特别是消化系统
肿瘤以及女性绝经后乳腺癌和子
宫癌。

化疗药物的心血管系统毒性
　　癌症的化学药物治疗简称
“化疗”，毋庸置疑，化疗作为
当今癌症治疗三大手段（化疗、
放射治疗、手术治疗）之一对于
某些癌症的疗效令人振奋。
　　化疗不仅能够抑制癌细胞的
生长、繁殖、预防扩散、复发，
甚至彻底治愈，从而提高病人生
活质量和延长寿命。然而，化疗
是一把双刃剑，化疗药物对癌细
胞杀灭的同时也会对正常细胞造
成损害，导致许多副作用，如常
见的脱发、厌食、恶心、呕吐。
还可能降低机体免疫力，病人化
疗期间更容易感染细菌、病毒
等。资料积累显示化疗还会对心
血管系统产生毒性，给心脏带来
不良后果。

1.化疗药物与新发高血压 

　　许多化疗药物的应用可以导
致新发高血压。尤其是应用抗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anti-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药物，其致高血压的概
率可达70%。
　　不同癌症的类型也会影响高
血压的发生，例如肾癌患者中，
高血压的发生率偏高。尽管这类
患者的远期预后目前尚不明确，
医生还是根据常规建议药物降压
治疗，期望减少远期并发症。

2.化疗药物与心绞痛和急性心梗
　　癌症患者出现胸痛可能是并
发了肺栓塞或心包炎。然而，化
疗药物应用过程中出现不稳定型
心绞痛，甚至心脏病爆发（心肌
梗死）也屡见不鲜，二者容易混
淆，需要临床医生认真鉴别。
　　一些化疗药物可以导致冠
状 动 脉 硬 化 ， 如 抗 代 谢 药 物
（antimetabolites）中的氟尿嘧
啶（fluorouracil）；单克隆抗体
（monoclonal antibody）中的
贝伐单抗（bevacizumab）；抗
微管药物（antimicrotubules）
中的紫杉醇（pac l i taxe l）；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中的尼洛替
尼（nilotinib）。其发生率介于
1-9%。
　　化疗药物引起心肌缺血的机
制除了上述引起和加速动脉粥样
硬化之外，还包括影响冠脉血
流、冠脉痉挛（spasm）和斑块
破裂引发血栓。

3.化疗药物与心功不全
　　某些化疗药物对心肌细胞具
有直接或间接毒性，导致心肌细
胞变性、坏死，临床上表现出心
功能不全甚或心力衰竭。对于癌
症患者发生心衰无疑是雪上加
霜。两类药物最容易伤害心肌细
胞，蒽环类（anthracyclines）
和 人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 2
（HER-2），前者可造成不可
逆心肌损伤，但如及时干预，则

有望恢复。HER-2一般所造成
的心肌损伤可在停药后痊愈。
　　蒽环类药物的心肌毒性作用
多表现在治疗6至12月后，严重
心衰者几乎在两年内死亡。
　　目前，癌症化疗患者在治疗
前、中、后都会应用超声心动图
（echocardiogram）监测心脏
功能。一旦发现心功不全，指南
推荐应用ACEI/ARB联合β受体
阻滞剂延缓病情进展，预防心衰
的发生。总之，在化疗前进行心
脏评估并积极开展早期预防是必
需的，未雨绸缪，“防”胜于
“治”。

癌症患者的冠脉介入治疗
　　癌症和冠心病均是多发病
和常见病，二者经常共发与同
一患者，如何对伴发癌症的冠
心病患者进行介入诊断和治疗

是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常面对的
临床问题。如今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简称PCI，冠脉球
囊扩张或置入支架）因其创伤
小，疗效确切，简便易行而成为
冠心病最主要的治疗手段。PCI
后病人通常需要服用阿司匹林和
氯吡格雷两种抗血小板药物以防
止支架血栓形成达一年之久。所
以，伴有癌症的冠心病患者在进
行PCI之前须要考虑一下几个问
题：
1.癌症是否影响抗血小板治疗？
2.化疗药物是否影响抗血小板治
疗？
3.癌症是否紧急手术治疗？
4.冠心病的状态是否能够耐受癌
症的手术、麻醉？
5.癌症手术和PCI孰先孰后。
鉴于以上复杂因素，具体的治疗

策略应由心脏科医生、肿瘤科医
生、外科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共
同讨论，制定合理的个体化方
案。总的策略是如果冠脉状态能
够通过药物治疗维持，尽量避免
PCI，如果不能，则应选择需要
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时间最短的支
架（一个月）。
　　目前，治疗癌症的手段不断
推陈出新，涌现出来的新的临床
问题也越来愈多。各学科都需要
不断研究，共同协作，解决问
题。笔者认为，“心脏癌症（肿
瘤）病学”研究的重点应在于早
期评估、权衡风险与获益；尽早
预防化疗药物的心脏毒性并提倡
规范治疗、严格随访。癌症与心
脏疾病二者的防治工作都是任重
而道远，对二者共同研究，揭示
其共同的医学规律，或许可以起
到事半而功倍的作用。

医生执笔
陈淮沁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中心总主任
心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

　　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人会在
老年时患上黄斑病变（macular 
degeneration）。如果及早发
现，这种可能导致失明的眼疾，
是可以医治和延缓病情的。因
此 最 叫 眼 科 医 生 潘 晶 晶 （ D r 
Claudine Pang，38岁）痛心
的，就是看到病人因延诊，必须
一辈子接受眼睛注射，打针清除
黄斑下的出血。
　　本文摘录自最新第36期《健
康No.1》保健季刊的封面医生专
访内容，由眼科医生潘晶晶分享
医疗经验，并提供护眼建议。

黄斑病变初期无症状　　
　　眼睛打针，令人闻之色变。
此外，打一次针的费用至少为上
千元，长期下来负担不轻，加上
失明的隐忧，更叫人暗下决心要
好好照顾眼睛。
　　在乌节路开设Asia Retina 
眼科中心的潘医生受访时说，黄
斑是位于视网膜（retina）中心
的高感光组织，使人能看清东西
的颜色、线条、形状、大小、深
浅等细节。如果黄斑受到损伤，
如出血，视觉就会模糊，直线会
被看成曲线。
　　潘医生说，有些黄斑病变

《健康
No.1》 
第36期
现于全岛
Buzz、
报摊及书
局热卖
中。

潘晶晶
医生：
很多人
每年都
会检查
身体和
牙齿，
却忽视
了眼
睛。

严重的黄斑病变患者

须长期接受眼睛注射
邱玉莲／报道

龙国雄／摄影

会遗传，但生活习惯如抽烟、患
有慢性疾病、高度近视等因素，
也容易让人患上黄斑病变。尤其
是老年黄斑病变（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和高度
近视导致的黄斑病变，也随着老
化人口和近视者增加，而有上升
趋势。
　　潘医生提醒：“一些黄斑
病变在一开始没有症状，等到
视力受影响时，很多人以为是
年纪大，视力衰退，或以为是白
内障，结果恶化时才医治就太迟
了。”当她得把坏消息告诉病人
时，总是禁不住为他们难过。
　　她透露，严重的黄斑病变患
者必须长期接受眼睛注射。开始
是每个月都要注射一次，为期三
个月，过后视病情而定，或可延
长至每三个月注射一次。她指
出，眼睛打针没有一般人想象中
那么痛，但是保持身体健康，照
顾好眼睛，真的非常重要！

每年应做一次眼睛检查
　　潘医生说，很多人每年都会
检查身体和牙齿，却忽视了眼
睛。“检查眼睛不只是查近视、
远视。很多眼疾初期可能没有任
何症状，要给眼科医生检查才看
得出。”
　　她提醒大家每年做一次眼睛
检查。费用不会很贵，也不耗时
不麻烦，可由此检查视网膜，及

早发现问题，马上补救或纠正。
　　“尤其有老年黄斑病变家庭
病史或个人病史的话，更应该在
40岁就开始每年检查眼睛。”潘
医生说：“患有慢性疾病如高胆
固醇、高血压或糖尿病，及高度
近视的人，也应该在45岁起开始
定期检查眼睛。”
　　潘医生的护眼建议：
·多做户外活动，特别是小孩
子。眼睛在户外自然会看得比较
远，自然光线也对眼睛有好处。
·戴上太阳眼镜，可保护眼睛不
受紫外线的伤害。至于电脑或手
机的蓝光，伤害不输紫外线，最
好放上减蓝光的屏罩。电脑荧光
屏也应该在眼界水平线下，免得
眼睛老是得往上吊。
·看电脑持续45分钟，就应该让
眼睛休息5分钟。 有些人休息时
转而看手机，这其实不是休息，
只会让眼睛更疲劳。
·避免在黑暗中看手机。瞳孔在
黑暗中会自动扩张，手机强光的
出现会更刺激瞳孔，造成眼睛疲
劳及视网膜的伤害。
·多吃绿色的蔬菜或维生素，补
充护眼的营养。
·保持身体健康，多运动。慢性
疾病如高血压、高胆固醇或糖尿
病容易导致眼睛血管硬化，眼部
组织更脆弱也容易引发眼疾。
·别抽烟。抽烟会提高患黄斑病
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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