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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花競放

粉萼謝了玫瑰開，
淺紫繡球放異彩。
此起彼伏競怒放，
何愁拍攝沒素材？

看病時，醫生為什麼
總讓你先「拍個片子」？ 

2010年，邵雪（化名）的父親在體檢時

發現肝臟小結節，經過一系列影像檢查，被

確診為肝癌。

由于患有數十年的乙肝病毒感染史，

且有明顯肝硬化，邵雪父親確診時已經「錯

失」手術切除治療的機會。

但幸運的是，因為及時地通過CT和磁共

振等影像手段的精準檢測，老人家的兩個病

灶為小病灶，屬於早期肝癌，依然可以採用

射頻消融這種微創治療手段。

十餘年來陪著父親治療、複查成為邵雪

的生活重心之一。令她欣慰的是，通過每半

年一次的肝膽特異性MRI對比劑增強磁共振

和積極治療，這麼多年來父親的生活質量並

沒有受疾病影響。

「如今75歲的父親依然是他們夕陽紅合

唱團的『活躍分子』。」邵雪說。

影像技術助力肝癌早診早治
但並不是每一位肝癌患者都有邵雪父親

的這份幸運。

在中國，原發性肝癌是第4位常見惡性腫

瘤及第2位腫瘤致死病因，在全國人口平均壽

命以下惡性腫瘤死亡原因中更是排在第1位。

當然，並不是肝癌一定導致過早死亡。

實際上，相比于2003-2005年肝癌五年生存率

僅為10.1%，目前中國肝癌患者總體五年淨生

存率已經提高為14.1%。

在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院長、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肝膽胰外科中心學科

帶頭人匡銘看來，隨著消融治療、靶向治療

和免疫治療等治療手段的豐富，醫學進步對

肝癌發生發展、轉移復發機制的深入瞭解，

以及乙肝疫苗的推廣，都將促進肝癌治療率

得到有效提升。

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院長、中山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副院長、肝膽胰外科中心學科帶

頭人匡銘

但由于肝臟是一個特殊的器官，它對疼

痛極不敏感，所以當患者因為肝區疼痛來院

就診時，大多數已經進入腫瘤的中晚期甚至

已經全身播散轉移。

「 早 期 肝 癌 的 五 年 生 存 率 可 以 達 到

70%，中期才30%，如果是晚期那就更低

了。」

因此，對患有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或丙型

肝炎病毒感染、肝硬化等肝癌風險人群的早

期篩查、早期診斷及早期治療，是提高肝癌

遠期預後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肝癌是所有的癌症中少數不多的可以僅

通過影像學，不經過病理學穿刺而能夠確診

的惡性腫瘤。高危人群根據兩種以上典型的

影像學表現即可診斷肝癌。影像技術對肝癌

的早期診斷、精準治療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

用。

「影像相當于臨床醫生的眼睛。」匡銘

回憶起二十多年前當實習醫生時，當時的CT

技術下橫斷面只能看到1公分以上的腫瘤，在

1公分以內的小肝癌是看不見的，而且對于腫

瘤是否侵犯周圍小血管、有沒有小的轉移等

細節是發現不了的。那時，外科醫生經常會

遇到肝臟打開後卻發現手術做不了的情況。

但如今，影像技術既能精準定位腫瘤的

位置、大小，以及與周圍結構的關係，也能

實現腫瘤分級的定性診斷，為能否手術，手

術方式、手術範圍、手術入路提供重要的參

考。

「影像學在腫瘤診療中發揮著舉足輕重

的作用，沒有影像學，腫瘤的診斷與治療都

是困難的。」匡銘說。

影像醫生可不僅是「拍片子的」
作為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學影像學

教研室主任、醫學影像科主任及放射診斷科

主任，馮仕庭在影像科工作20餘年。

「實際上，『拍片子』或者操作機器是

我們影像人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並不是全部

的工作。」

如果以一個企業中的前台、中台和後台

做比喻。那麼患者口中「拍片子」「操作機

器」的技術人員們就是「 前台」，他們負責

給患者進行特殊造影、CT、MR檢查和介入

治療的機器操作，確保攝影質量；「 中台」

是那些負責登記數據錄入、患者身體情況評

估、靜脈留置針、給患者講解檢查注意事項

的醫輔人員；而那些坐在密佈著隔斷的工作

間裡，在電腦顯示器上一幅接一幅地調動著

黑白圖像的診斷人員，他們就是「 後台」，

負責分析影像，書寫影像診斷報告。

「這些診斷醫生是影像科的『幕後英

雄』。」患者拿到一紙報告背後，影像診斷

醫生要分析幾百甚至上萬張圖像，並結合數

據與臨床資料，判斷患者有沒有影像學上的

異常，並對異常情況進行準確地定位與定性

診斷。

「要告訴患者他有沒有異常，疾病在哪

裡，有多大，是不是腫瘤，腫瘤跟它周圍結

構的關係如何等等，這些基本的情況最後都

要體現在報告上。」

在中山一院醫學影像科，平均每個診

斷醫生一天要審閱數十名甚至上百名患者的

影像報告。而對于疑難病症，一個患者的胸

部、腹部、盆腔的CT或磁共振檢查圖像就達

5000多張。從這些黑白的圖像中，診斷醫生

們像偵察兵一樣，通過蛛絲馬跡，尋找危害

人體健康的病灶和元兇。

以患者為中心的多學科診療模式
肝癌治療的特點是多學科參與、多種治

療方法共存。

上 世 紀 9 0 年 代 後 ， 多 學 科 診 療 模 式

（MDT）經過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等醫療

機構正規化後迅速發展。多學科診療即由多

學科專家針對某一種或某一系統疾病的病例

進行討論，在綜合各學科意見的基礎上為病

人制訂出最佳的治療方案的治療模式。

多年來，匡銘一直致力推動MDT模式的

發展與推廣。在他看來，影像科與外科、其

他臨床醫生等多學科共同參與討論，各個科

室不要以自己的技術能力來決定患者的治療

方案，要真正以患者為中心，這種聯合探討

出來的方案才是客觀的、對患者最好的。

中山一院腫瘤中心踐行MDT模式多年，

並在今年正式將其納入門診。

在MDT門診中，各科室醫生坐在一排，

患者和家屬坐在另一排，牆上的屏幕中顯示

著患者的各種檢查結合和影像圖片。在這期

間，各科室醫生對一位患者集中討論分析，

確定合適的治療方案。

「患者只需要掛一次號，不同專業的專

家就能一起為他診療。有時候圍繞一個患者

專家們可以討論一兩個小時，在這個過程中

患者的很多問題都能得到解答。」

據匡銘介紹，得益于MDT模式，中山一

院2016-2020年間肝癌患者的生存率比2006-

2010年上升了近20%。

對于馮仕庭來講，讓他真正意識到作為

影像醫生的「成就感」時刻，也正是來源于

MDT模式的參與。

他至今難忘2019年成功切除下腔靜脈平

滑肌肉瘤的那名患者。

當時肝外科、移植科、麻醉科、醫學影

像科等共同參與那位患者的MDT診治。討論

時，患者的CT顯示，腫瘤位于下腔靜脈內，

但因為腫瘤巨大，影響到了肝臟靜脈和腎臟

靜脈的血液回流，難以判斷是否累及肝腎。

而且右肝已經出現淤血表現，但到底程度如

何，還需要進一步檢查。

于是，馮仕庭用上了當時醫院新裝的一

台頂尖的3.0T超高強磁共振設備，利用高分

辨MRI血管成像序列結合高濃度MRI對比劑的

成像方法，更加清楚、準確地顯示腫瘤的範

圍及與周圍結構的關係。

而這項檢查必須在病人完全不動的狀態

下進行，否則就會產生運動偽影。但由于的

腫瘤長在腹腔，呼吸起伏可能導致結果不準

確。為了更好地完成檢查，馮仕庭帶著醫生

及技術組的團隊反覆嘗試多種成像序列，花

了一個多小時完成了MRI檢查，得到優質的

影像圖像，精準評估腫瘤的侵犯範圍，助力

臨床的精準治療。

最終那位患者通過MDT診治成功切除病

灶。這是全球第二例、全國第一例通過體外

循環、體外肝切除、自體肝移植、腎靜脈切

斷重建、下腔靜脈切除、人工血管移植聯合

治療手段，成功切除下腔靜脈平滑肌肉瘤的

病例。

「影像科只有在MDT中不斷迎接臨床挑

戰，才能不斷成長，更好地開展新技術解決

新的臨床問題。」

精準醫療，影像先行
過去十年，腫瘤的精準治療發展迅速，

新興研究技術和手段的不斷湧現正顛覆癌症

診療的理念和模式，而影像技術的發展迭代

也正助力著肝癌的精準治療。

馮仕庭仍記得2005年時，中山一院引進

第一台64排CT後，成功地檢查出了數毫米的

腫瘤，「CT 1毫米的層厚不僅為疾病的診斷

提供了非常高的分辨能力，也為小病灶的檢

出提供很大的便利。」

不久之後，磁共振成為「發展主流」，

且每隔一兩年就會有新一代技術出來。由于

CT是靠密度來分辨病灶，因此有時對病灶

的檢出不夠敏感，但是磁共振卻能極大提高

軟組織分辨力，此外磁共振除了無X射線輻

射、動態增強掃瞄觀察腫瘤的血供外，在評

價肝癌病灶大小、內部結構、邊緣細節等方

面優于CT。

隨著肝細胞特異性MRI對比劑的出現，

腫瘤篩查的精準性「更上一層樓」。

在早期肝癌篩查中，肝細胞特異性MRI

對比劑能提高早期肝癌的診斷效率。馮仕庭

舉例道，肝炎患者中最終有部分患者會發展

為肝硬化，肝硬化中會有不同的結節，但利

用其他檢查方法很難判別，即使發現了也很

難進行精準診斷。但肝細胞特異性MRI對比

劑可以很早期的發現1公分以下小肝癌，並且

可以對肝癌發病的高危人群進行風險分層。

降薪跳槽的打工人：錢少了，快樂回來了
接近年底，在當下的職場環境中，跳槽

不一定是個可以任性做出的決定。而降薪跳

槽，需要更大的勇氣。
成年人需要衡量利弊，需要在晉陞空

間、崗位職責、漲薪頻次等眾多因素之間糾
結。降薪，表面上看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
選擇。跳槽就是想搏一搏漲薪，如果不是走
投無路，誰會願意接受降薪跳槽呢？

事實是，真的有人選擇狠下心，寧可降
薪，也要離開原來的工作環境。

一位離開某頭部大廠的員工曾在社交平
台分享，「自從降薪入職了新公司，就有一
種凡事盡職即可的感覺，根本不願意承擔更
重的活。」他入職的是一家國企，以他的感
受來說，「卷一下都覺得虧。」此前也有數
據顯示，超一半受調程序員願意降薪跳槽，
原因大多是希望用相對低的薪資，換一個平
靜健康的心態。

深燃也找到了五位主動從互聯網公司
離開，降薪進入新環境的職場人。梳理他們
的故事，我們幾乎可以發現同樣的邏輯。在
行業內吃過苦，也吃過虧，有過奮進不休的
日日夜夜，也在一次次挫敗和內耗中迷失自
我。離開不是一個突然的決定，在他們看來
這是一個當斷則斷的舉動，也是換一種生活
方式的嘗試。

降薪跳槽的變動也是巨大的，薪資降幅

少說10%，大到50%，生活質量在發生微妙

的變化。但離開以前的公司，他們的選擇變

多了，有的轉行去了券商、直播帶貨、製造

業，有的即便還在做老本行，也不用像以前

那樣沒日沒夜的加班。而多出來的時間，要

麼調整自己，要麼陪伴家庭。

有人告訴深燃，以前那份工作多出來

的薪資，大概是用來買走自己的快樂。降薪

了，快樂回來了，但他們也想說，為了降薪

而降薪不一定會給生活帶來多大改善，想清

楚自己要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每月到手薪資減少30%，
生物鐘改變後元氣十足
顧弘 | 33歲 廣東 程序員-券商
我從事技術方面的工作，今年從待了五

年多的大廠跳槽進了一家券商。因為孩子今

年已經4歲了，正是需要陪伴的時候，而自己

在大廠日常工作很忙沒有時間，加上也沒有

成為管理層，便想著轉行了。恰巧有朋友介

紹我去一家券商，于是在8月的時候，我成功

入職，從互聯網轉行到了金融領域。

有轉行的想法時，我就已經做好了薪資

可能會有所下滑的心理準備，我覺得只要能

覆蓋房貸及日常生活開支就好。幸運的是，

當時這家券商正著急招人，入職時HR表示能

夠給到和我之前基本持平的總包。

只不過，這家公司薪資的構成和大廠不

太一樣。這家公司是年終獎佔據的比例更高

一些，每個月到手的金額會相對少一些，大

概比之前會少30%。
這就意味著一定的風險，現在券商的日

子也不好過，到時候是否能夠給到預期的年
終獎，還是個未知數。

其實跳槽時我手裡還有另一家互聯網公
司的offer，給到的薪資比在大廠時還要高，
但我內心的天平已經傾向于跳出互聯網，換
一個工作環境，所以最後還是選擇接受了券
商的offer。

轉行之後，這幾個月，我也感受到了一
些互聯網行業和券商的不同。 比如，大廠
會比較推崇扁平化管理，組織結構上也會更
加多樣化，甚至會遇到比自己年齡還小的領
導。但在券商，層級感會稍微強一些，溝通
方式上需要發生一些轉變。

總的來說，換了環境，就像改變了一種
生活方式，以前很多不敢想的事情，現在都
有時間和精力去做了。

現如今，很多人離開互聯網行業，我認
為是這個行業本身在變化，以前大家擠破腦
袋想進來，是因為這個行業裡面機會多，薪
資也高一些，但這兩年行情變了，沒有顛覆

性技術的出現，也沒有業務模式的創新，公

司們都在存量市場搶蛋糕，出現人員的流失

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