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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种癌症 5 年相对生存率
仍低于发达国家，究其原因，其中公众的防癌意识
薄弱、癌症早期诊断率偏低是重要原因，这也直接
影响了患者早期治愈的机会和 5 年生存期指标。每
年 4 月中下旬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在今年的宣
传周上，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中国胸
外科肺癌联盟主席支修益教授表示，当今癌症作为
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老年病，已“大摇大
摆”地走进人们的生活。进入21世纪以来，癌症整
体死亡率已占到各类慢性疾病的首位，而随着诊断
技术和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癌症已不再是疑难杂
症，而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病。

肺癌：关注度与知晓率高

在近日举办的一个创新药物分享会上，支修益
表示，过去体检筛查的手段简单，只要是经体检发
现的癌症基本都是晚期。以肺癌为例，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发病率还比较低，但是，几十年的胸透，
胸片都没能降低肺癌的死亡率。当前最新的筛查手
段是早期发现早期癌症，而不只是发现癌症。他
说，目前我国每年新确诊癌症人数接近 430 万，每
年因癌症死亡人数为 280万，自 2012年以来，肺癌
已成为各类癌症发病率的首位，也是大众知晓率最
多的癌症之一。

肺癌是一个被“气”死的病，防范肺癌首先应
远离“五气”，即烟草烟气污染、室外大气污染、厨
房油烟污染、房屋装修后的室内空气污染；还有一
个就是长期爱生闷气。目前肺癌已成为一种慢性生
活方式病，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早期筛查早
期治疗是可以预防和实现临床治愈的，而晚期肺癌
患者通过基因检测指导下的分子靶向治疗，也可以
实现“与癌共舞带癌生存”，因此，肺癌患者不必

“谈癌色变”，科学防范肺癌应重视早诊早治。
专家建议，“早期”不仅是指早期发现肺癌，更

强调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以前只强调早期发现肺
癌，结果是早期发现了晚期肺癌，因此预防肺癌首
先要远离“烟气”，包括一手烟二手烟和三手烟的烟
草烟雾污染。此外厨房油烟污染、房屋装修和装饰
材料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往往被公众所忽略，房屋
装修和装饰材料所产生的氡、苯和甲醛等有害气
体，以及烹饪过程中燃烧产生释放出的有害气体，
也是肺癌高发的“元凶”。所以，房屋装修时应选择
绿色环保的装修材料，烹饪时应全程打开抽油烟

机，并保持室内通风。
防范肺癌还应重视“心理污染”。有种性格叫作

“癌性格”，也被称作为“C性格”。这样的人一般性
格内向孤僻、不擅于与人交流、遇事常常爱生闷
气，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使癌症
有机可乘。因此，遇有突发事件或心情郁闷时，一
定要多同家人、好友沟通交流，及时化解不良情
绪，尽可能地减少“心理污染”。性格孤僻的人要学
会调整好自己，必要时请心理医生帮忙，正确面对
工作生活中的负面事件。

卵巢癌：关注度与知晓率低

据最新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卵巢癌发病率居女
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第 3 位，死亡率居妇科恶性肿
瘤之首。卵巢癌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严重威胁女
性的生命安全。在近日举办的“2019健康义跑暨卵
巢癌患者关爱活动”上，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秘书
长、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甄荣表
示，和乳腺癌、宫颈癌等妇科肿瘤疾病不同，卵巢
癌社会关注度偏低，认知度不高。

卵巢癌被称为女性“沉默的杀手”，我国每年新
发卵巢癌患者约5万人，死亡人数已大于2万人，死
亡率接近 50%。希望大众增强对卵巢癌疾病的了
解，提高社会对卵巢癌患者的关注，提升患者科学
治疗的意识。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吴
小华教授说，卵巢癌死亡率居高不下，主要有 3 个
原因，首先，卵巢癌病情隐匿，缺乏精准有效的筛
查手段。其早期发病无明显症状，患者容易忽视就
诊，约有 70%的卵巢癌患者发现时已是晚期；其
次，卵巢癌复发率极高。晚期卵巢癌在标准治疗 3
年内通常会复发，复发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彻底
治愈，且患者容易出现化疗耐药的情况，预后较
差；第三，缺乏精准有效的治疗手段。

专家表示，随着医学的进步，目前卵巢癌领域
取得了新的进展，如 2018年 8月，肿瘤治疗靶向药
奥拉帕利在中国获批，用于敏感复发性卵巢癌的维
持治疗，将我国卵巢癌的治疗带入精准靶向治疗阶
段。临床研究证实，奥拉帕利维持治疗降低疾病进
展或死亡风险 65%，中位无疾病进展生存期提高至
近一倍。对于卵巢癌患者来说，奥拉帕利的上市及
获批，将极大地改善我国晚期卵巢癌的治疗现状，
为更多的患者和家庭带来希望。

多学科会诊全面治疗有方案

时间对肿瘤患者来说就是生命，抓住最佳时机
有助于获得更好的治疗结果。然而，现实情况往往
是病情复杂的肿瘤患者在医院要跑好几个科室，无
法一次解决问题。先手术还是先化疗？放疗化疗可
以同步进行吗？不同科室给出的方案往往不尽相
同。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还
可能会耽误病情。目前，多学科 （MDT） 会诊模式
正在解决肿瘤患者的这种困扰，集中多学科智慧，
为患者提供更高效、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在近日举办的“2019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多学
科名医义诊及系列科普公益活动“上，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院长季加孚教授强调，对疾病的知识掌握可以分
科，但是对疾病的诊治应该综合考虑。肿瘤是累及全
身的大病，更需要多学科会诊，可以避免误诊误治，也
能节省患者的时间，提高诊疗效率。比起单科诊疗，
MDT能得出最优诊疗方案，可以使患者最大化获益。

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启望肿瘤中心，记者看到一
位专程从广东赶来参加义诊的胃癌患者，他说，自
己病情复杂，已在当地和北京的多家医院挂了很多
专家门诊，但各科医生说法不一，他始终没弄明白
哪种方法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耽误了很多时
间。“今天一次见到了众多国内最好的专家，虽然他
们来自不同科室，但经过细致的问诊和认真的讨
论，最终对我的病该怎么治达成了共识。拿到这样
一套完整的意见，我终于可以放心治疗了。早知道
有这样高效率的办法，我能少走不少弯路。”

当前，对于降低癌症的死亡率，防大于治，已经成
为众多医生的共识。专家表示，有约1/3的癌症可以
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得到预防，而更多癌症如果能早期
发现，治愈率可达 80%至 90%。在过去 25年间，由于
推行有效的癌症筛查项目、广泛禁烟、抗癌新药的不
断涌现，美国癌症总死亡率下降了 27%，相当于癌症
发病人数减少了约260万，这其中的经验可以给面临
癌症高发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国提供启示。

专家强调，通过主动积极的预防和干预，至少
3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30%的肿瘤患者是能够做
到早期发现的。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了解自己的
高危因素、定期进行预防咨询、30岁以后每年做个
体化防癌体检，都是肿瘤得以积极防控、提高早诊
率的有效途径。

山东百日健走激励赛开走

本报电（李 军） 第四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近日在山东济
南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万人，即将参与5月11日开始的为期100
天的万步健走比赛。

健步走作为最佳的运动方式之一，正逐渐融入百姓生活，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并践行。济南市莱芜区作为第四届“万步有约”健走
激励大赛的主办地，已连续两年获得“全国健走示范城市”称号。

风疹，是一种症状表现在皮肤上
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它由风疹病毒引
起，包括先天性感染和后天获得性感
染。风疹病毒属于披膜病毒科，是只
限于人类感染的病毒。一般病情较
轻，病程短，预后良好。风疹极易引
起暴发传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春
季发病为多，易感年龄以 1—5 岁为
主，故流行多见于学龄前儿童。人们
感染风疹病毒后，初期可出现低热、
畏寒、头痛、咳嗽、食欲不佳等类似
感冒的症状，1—2天后开始出现淡红
色、粟粒状密布的小丘疹。出疹的顺
序先面颊，后及躯干、四肢。其疹蔓
延快，24小时即可遍布全身，但来得
快，去得也快，退疹后无脱屑现象。
细心的人可在自己的耳后、颈部等处
摸到轻度肿大，压痛的淋巴结，严重
的风疹病人可合并病毒性脑炎、心肌
炎、肝脏损害和关节炎等病症。若孕
妇不慎感染了风疹病毒，虽然临床症

状轻微，但病毒可通过胎血屏障感染
胎儿，不论发生显性或不显性感染，
均可导致以婴儿先天性缺陷为主的先
天性风疹综合征，可致胎儿畸形，常
见的有先天性白内障、神经性耳聋、
脑炎、先天性心脏病等，甚者还可造
成死胎、流产。因此，风疹的早期诊
断及预防极为重要。现代医学没有特
异性治疗药物。但是可通过免疫接种
预防疾病发生。

针对风疹，中医有其独到的治疗
方法，受到多方认可。

“风疹”出自 《备急千金要方》，
又名风痧。中医认为其由风热时邪引
起，邪气由口鼻而入，邪毒与气血相
搏，外泄肌肤。郁于肺卫，蕴于皮
腠，正邪相争，郁而发热；邪气入肺
则咳，传脾则腹痛而泻泄；邪气与气
血搏结，热毒炽盛，则发热而渴，疹
色鲜红，若正气抗邪外达，疹毒外
透，随之邪毒亦解，热退疹消而安。

风疹可分为两型，其一、邪犯肺卫
型：主要表现为发热恶风，喷嚏流
涕，伴有轻微咳嗽，精神倦怠，胃纳
欠佳，疹色浅红，舌质偏红，苔薄白
或薄黄，脉浮数。治疗当以疏风解
表、清热解毒为主。方用银翘散加
减。药取金银花、连翘、竹叶、牛蒡
子、橘梗、荆芥、薄荷、淡豆豉、蒲
公英、夏枯草、玄参各 10 克，甘草 3
克，水煎服。其二、气营两燔型：主
要表现为壮热口渴，烦躁哭闹，疹色
鲜红或紫暗，疹点较密，甚则融合成
片，小便黄少，大便秘结，舌质红，
苔黄糙，脉洪数。治疗当以清营凉血
解毒为主，方用透疹凉解汤加减。药
取桑叶、牛蒡子、蝉蜕、连翘、黄
芩、紫花地丁、赤芍、鲜芦根、生地
黄、牡丹皮各 10 克，红花、薄荷各 5
克，水煎服。

春季风疹流行，尽量不带易感儿
童去公共场所，以避免与风疹患儿接

触。保护孕妇，尤其妊娠初期 2-3 个
月内，避免接触风疹患儿。得了风疹
应卧床休息，避免直接吹风，防止受
凉后复感新邪，加重病情。发热期
间，多饮水，饮食宜清淡和容易消
化，忌食煎炸与油腻之物。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
医师）

颈椎由7块椎骨组成，围绕在颈部脊髓及其脊膜的四周，不仅支撑
头部重量，还有很大的活动范围，其中，颈椎的头两节寰枢椎是连接
头部和颈部的生命要冲，如果第1颈椎 （寰椎） 和第2颈椎 （枢椎） 骨
关节面失去正常的对合关系，即发生寰枢椎脱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
事情，非但头部活动受限，更重要的是一旦损伤到脊髓，可导致瘫痪
甚至危及生命。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诊疗中心，近日收治了一位
先天性寰枢椎脱位的患者。寰枢椎脱位按其病因可分为先天性、创伤
性和病理性。正常人的寰枢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转头、活动都没问
题，但寰枢椎脱位患者，其寰枢椎是分离的，稍不留心转一下头，或
者磕碰一下，都可能有生命危险，错位的寰枢椎会压迫到病人的脊
髓，损害神经系统。所以存在相应临床症状的患者，应当尽早手术，
防止病情进行性加重。

在完善相关检查后，三博脑科脊髓脊柱专家范涛教授为该患者进
行了手术治疗，手术很成功。范涛说，寰枢椎处于颅颈交界区，是连
接生命中枢的要塞，有丰富的血管和中枢神经从中穿过，曾是脊柱外
科、神经外科的“手术禁区”。之前由于缺乏有效的临床复位和内固定
技术，很多寰枢椎脱位的患者最终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肢体瘫痪，甚
至死亡。

随着医学手术技术的发展，对于该病的治疗已经有了很多的经
验。目前，临床上治疗该类疾病的方法有多种，在临床实践工作中，
专家们对传统后路手术做了改良，不仅安全有效，并且微创灵活。

专家提醒，先天性寰枢椎脱位临床表现有眩晕、耳鸣、胸闷、头
后枕部或颈部疼痛、颈项歪斜、颈部运动受限等，如果损伤到相应的
脊髓部位，可出现全身肌肉紧张，手握物不稳或无力，行走无力，容
易跌倒；大小便无力；四肢肌肉萎缩；严重者可出现全身瘫痪，甚至
危及生命。这种病要早发现早治疗，不可拖延等待，以免延误最佳的
治疗时机。

人脊柱负责支撑人体的所有重量及各种运动功能，而不良的生活
习惯、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不正确的读写姿势、沉重的书包等，正
在严重影响儿童及青少年的脊柱健康。在近日启动的“中国儿童身高
促进计划·挺起未来脊梁”大型公益项目上，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脊柱外科主任张智海医师表示，脊柱问题不仅会影响孩子成人后的体
态，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压迫心肺肾，甚至造成其他部位的畸
形。如：肋骨畸形、脊髓发育异常等，而八成成人疼痛源于儿童时期
的脊柱异常。

相关数据显示，80%出现头痛、眩晕、视力模糊、腰背劳损、手脚
酸痛及麻木的成年人，实际源于儿童时期的脊柱异常。可见，儿童时
期的脊柱问题会危害其一生。好的习惯不仅能有效促进脊柱健康发
育，帮助孩子培养优良体态，还可以减少脊柱的压力，给孩子减少“负
担”。为了防止脊柱病的发生，要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养成好习惯。

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陆大江教授表示，脊柱健康应该早发
现、早预防。家长们需要学会用眼用手为孩子做自检，如果发现问
题，需要及时就医。与此同时，还应引导孩子进行适当的运动，通过
运动改善孩子的体格。

专家建议，在儿童脊柱发育期，需要注意骨骼健康营养的补充。
儿童阶段要多吃含有丰富钙、蛋白质及维生素等的食品。

颈椎脱位治疗有新法
李亚静

八成成人疼痛源于
儿童时期脊柱异常

张 辰

基层血管健康管理项目启动

本报电（王 嘉） 由中国卒中学会主办的“基层血管健康管理中心
项目”近日在京启动。

据介绍，通过实行标准化的血管健康管理规范与流程，形成覆盖
全程的慢病管理体系，提升基层医生对心脑血管疾病的管理水平，推
进对患者血管健康的节点管理，可进一步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的知晓
率、治疗率，提高患者依从性。

优质服务基层行宣传推进平台启用

本报电 （石 楠）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指导的
“优质服务基层行”“优质服务基层行”宣传推进平台近日启用。

该平台将把重点放在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上，特别是在持续改进医
疗卫生服务质量、优化诊疗流程、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提高服务能力
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举措。同时，加强与基层的政策措施衔接，共同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发展。

风 疹 伴 春 发
王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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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癌症7个建议
抗癌科普，人人参与，人人获益；
消除癌症误区，摒弃不良习惯，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

快乐是最好的抗癌药；
远离烟草，远离癌症；
低剂量螺旋CT是早期肺癌的最佳筛查方法；
定期防癌体检，实现早诊早治；
相信专业力量，规范诊治，科学抗癌。

癌症是可防可治的慢性病癌症是可防可治的慢性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文文//图图

图为第四届届““万步有约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活动现健走激励大赛活动现场。 樱 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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