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统计袁全球每年有 200 多万人患上乳腺癌袁患病人群
也越来越年轻化遥 2022 年 4 月 15 日原21 日是第 28 届全国
肿瘤防治宣传周袁值此之际袁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
瘤医学部副主任江泽飞提醒广大女性要要要关注乳腺袁 让健
康与美丽同在遥

江泽飞指出袁年轻乳腺癌患者往往有野四高冶的情况院即
压力高尧营养高尧热量高尧脂肪高遥 来自生活尧情绪尧工作的压
力袁加上熬夜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袁使年轻女性患乳腺癌的
风险会更高袁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遥

据了解袁早期筛查是发现乳腺癌最好的途径遥对于家族
病史或 BRCA1/2 基因突变这种先天因素袁目前已经有许多
办法可以通过个性化的乳腺专项体检袁 做到早发现尧 早干
预袁实现积极的预防袁把乳腺疾病扼杀在萌芽中曰对于后天
发病因素袁需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袁尽可能选择良好的生活
环境袁舒缓心理压力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袁快乐工作袁健康
生活遥

另外袁每个女性每月都应该做一次乳房检查袁这也是最
方便尧易行的检查方法遥 有月经的女性袁在每次月经后 7~10

天做自检曰绝经后也需要定期自检袁比如选每个月发工资的
日子做乳腺检查袁当发现自己的乳房有无痛肿块尧乳房局部
或乳头凹陷尧腋窝淋巴结肿大等典型的乳腺癌症状时袁应高
度重视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遥 40 岁以上女性袁建议每
年做一次钼靶 X 线检查遥

江泽飞表示袁提高乳腺癌患者长期生存质量袁应从早期
诊治入手袁加大筛查及疾病科普宣传力度袁让患者在早期就
得到及时诊断尧合理治疗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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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一大类疾病的总
称袁在我国袁最常见的癌症包括肺癌尧乳腺癌尧胃癌尧肝癌尧结直
肠癌尧食管癌尧子宫颈癌尧甲状腺癌等遥

日前袁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尧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
员会尧中国抗癌协会科普专业委员会尧诺辉健康联合举办防癌
科普活动袁聚焦癌症防治知识袁倡导高风险人群早防早治遥

癌症为什么会发生
有人说野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冶袁这是危言耸听吗钥
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袁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真空里袁每

个人体内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发生了基因突变的异常细胞袁
这些异常细胞有发展成癌细胞的潜质遥 冶中国工程院院士尧北
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詹启敏指出袁致癌因素十分复杂袁
包括化学尧物理和慢性感染等外部因素以及遗传尧免疫尧年龄尧
生活方式等自身因素遥 大部分癌症是人体细胞在外界因素长
期作用下袁基因损伤和改变长期积累的结果袁是一个多因素尧多
阶段尧复杂渐进的过程袁从正常细胞发展到癌细胞通常需要十
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遥

野大家不用过分担心袁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强大
的免疫监控系统遥 冶詹启敏强调袁尽管每个人体内都有野前癌细
胞冶产生袁但这些错误细胞会被修复尧纠正或被消灭掉袁发展成
恶性肿瘤的情况是极少数遥

野癌症发病率升高最大的因素是什么钥 是年龄的增加遥 如
果活得足够长袁每个人都可能得肿瘤遥 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防癌科副主任张凯说袁统计显示袁癌症的发病率在四五十
岁以后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袁 因此年龄增加是患癌最重要的因
素袁随着中国人均寿命不断提高袁癌症发病率的提高也难以避
免袁对此要有清醒的认知遥

如何预防癌症
癌症能预防吗钥 野当然可以遥 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

镜科主任王贵齐介绍袁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袁1/3 的癌症完全可
以预防袁1/3 的癌症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袁1/3 的癌症可
以运用现有的医疗措施延长生命尧减轻痛苦尧改善生活质量遥

野癌症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可怕遥 冶王贵齐指出袁通过远
离烟酒尧规律起居尧合理膳食尧保持健康心态等袁就可以预防 1/
3 的肿瘤发生遥 同时袁有些癌症例如食管癌尧胃癌尧结直肠癌尧宫

颈癌等袁在早期不仅可以治疗袁还可以治愈遥 此外袁通过规范化
诊疗和多学科诊治袁也能提高其他 1/3 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率
和生活质量遥

野从来就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袁只有突然发现的肿瘤遥 冶王
贵齐强调袁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多阶段缓慢的过程袁就国
内高发的食管癌尧胃癌和结直肠癌来说袁从身体正常到出现癌
前病变尧早期癌袁最后发展到有临床症状的中晚期肿瘤袁整个过
程需要 10 到 15 年的时间袁如果抓住这个时间窗口袁及时做筛
查进行预防袁能在很大程度上远离肿瘤遥

防癌怎么抓住野无症状期冶
出现什么症状应该去做肿瘤筛查钥
野几乎所有的肿瘤早期都没有典型症状袁在我们自认为很

健康的时候袁就要主动进行早筛早诊袁及时发现早期癌症和癌
前病变遥 冶王贵齐强调袁高风险人群更需要重视早筛早诊袁如果
有肿瘤家族史袁到 40 岁时无论有没有症状袁都要主动做进一
步的检查遥 例如袁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有院饮食重口尧多油低纤
维袁抽烟尧经常饮酒尧缺乏锻炼尧超重和肥胖尧年龄大于 40 岁尧有
肠道炎症史尧有大肠癌的家族史等遥

野当有症状再去就诊发现肿瘤袁往往有 50%的人失去了根
治性治疗机会遥 冶张凯说袁要想获得根治性手段袁就应该在无症
状健康期去发现并治疗袁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或有高危因素
的人群袁要主动参加筛查遥

野若有家族史袁患肿瘤的概率会高一些遥 有 5%要10%左右
的患者会因家庭遗传而有这方面的缺陷袁而 90%以上的患者是
因后天饮食起居的习惯尧情绪管理不好等引起的遥 冶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田艳涛指出袁 幽门螺旋杆
菌是胃癌重要的致病因袁它存在于感染者的胃液尧唾液尧粪便
中袁可通过口尧手尧不洁食物尧不洁餐具尧水源等途径传染袁因此
要大力提倡公筷公勺袁野即便在家吃饭袁也应使用公筷公勺袁每
个人最好用自己的固定餐具遥 此外袁筷子的清洁尧消毒尧防霉也
很重要袁建议每三个月更换一次遥 冶

什么癌前病变需重视
野为什么很多肿瘤患者治疗效果不佳钥 重要一点就在于

耶晚爷字遥冶王贵齐指出袁癌症的治疗效果和生存时间与癌症发现
的早晚密切相关袁发现越早袁治疗效果越好袁患者生存时间越

长遥
有的患者每年都进行体检袁 等发现癌症时为何仍然到了

中晚期钥 张凯指出袁一些常规的健康体检难以发现早期肿瘤袁
因此要定期进行更有效的防癌体检遥 目前肺癌尧乳腺癌尧肝癌尧
胃癌尧食管癌尧结直肠癌这六大肿瘤袁包括宫颈癌以及泌尿生殖
系统肿瘤袁大部分都有确切的筛查手段和适宜技术遥比如肺癌袁
可以选择胸部低剂量螺旋 CT袁乳腺癌可以选乳腺触诊+钼靶+
超声进行筛查遥

哪些病变是癌前病变钥 野很多人说息肉就是癌前病变遥 息
肉是消化道黏膜上隆起的物质袁可能是有炎性的袁也可能是肿
瘤性的遥 冶王贵齐指出袁肿瘤息肉分良性尧恶性袁若是炎症息肉袁
它发生肿瘤的概率很低袁可以不做切除曰若是肿瘤性的病变袁尤
其是进展的腺瘤袁它发生癌变的概率非常高袁需要进行规范的
治疗遥

一提到胃镜尧 肠镜检查袁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要要不方
便尧不舒服遥 野先要明确一点袁并不是胃肠道不舒服的人就都要
去做胃镜尧肠镜遥现在我们有非常有效的分层技术袁可以通过初
筛先来判断是否需要去做胃肠镜遥冶王贵齐介绍袁比如有问卷调
查袁有便潜血检测尧基因检测等无创技术袁这些老百姓居家就可
以检测袁不需要到医院就能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遥 如果初
筛发现确实是高危人群袁 这时候再去医疗机构进行胃肠镜的
精筛诊断和治疗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防癌的真相

又到了万物复苏尧春暖花开的时节袁大家走
出家门尧亲近自然的同时袁过敏体质的朋友也开
始了新一年的过敏征程要要要眼红眼痒尧 打喷嚏尧
流鼻涕尧咳嗽憋气尧皮肤瘙痒噎噎甚至吃个水果尧
吃颗坚果就诱发了休克遥

随着过敏的人群越来越多袁网络上也逐渐出
现了各类传言袁 那么到底这些传言是真是假呢钥
今天袁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专家就来说一
说袁关于过敏的三大谣言袁记得千万别听信浴

谣言一院过敏都是野免疫力差冶的错浴
人体免疫系统包括体液免疫系统和细胞免

疫系统袁能帮助我们识别并清除外来的入侵病原
体尧体内的癌细胞袁以及衰老死亡的正常细胞遥

当维护机体平衡的免疫系统出现紊乱袁就会
引发相应的病症院

渊1冤如果识别尧攻击野敌人冶的能力低下袁就会
造成感染尧肿瘤曰

渊2冤如果将自己健康细胞错误识别成野敌人冶
进行攻击袁就会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曰

渊3冤如果将无害物质也过度识别为野敌人冶加
以进攻袁就会造成过敏遥

可见袁面对外来入侵物袁正常免疫系统只会
对威胁到人体健康的微生物尧 病原体进行攻击尧
剿灭曰如果免疫系统出现了野认知混乱冶袁甚至出
现野认友为敌冶袁就开始过度攻击进入体内并不具
备威胁的花粉尧食物等袁在这一过程中袁身体会因
野殃及池鱼冶引发免疫炎症袁也就引起了野过敏反
应冶遥

所以说袁过敏是源于免疫紊乱袁并不等于野缺
乏免疫力冶袁更不是野免疫力低下冶袁简单地提高免疫力不但有
可能帮不上忙袁还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过敏反应遥

谣言二院过敏症状一旦缓解就可以停药浴
过敏反应的发作取决于内外两个因素院内部因素是机体

产生错误识别外界物质并加以攻击的免疫力袁主要是免疫球
蛋白 E渊IgE冤曰外部因素是每到过敏季节袁生活环境中存在大
量可与正常人同存尧却被过敏体质人群视为野敌人冶的过敏原袁
例如花粉遥

每年开春袁过敏体质人群一旦吸入所过敏的花粉就会发
病遥整个过敏过程如果用多米诺骨牌来比喻袁那么第一张牌就
是内在基因袁第二张牌就是触发过敏的生活方式袁第三张牌就
是 IgE袁 第四张牌就是过敏季节的花粉噎噎最后一张牌就是
过敏引发的炎症袁当最后一张牌倒下袁病人就发病了遥

不少人认为野是药三分毒冶袁觉得过敏发作了需要用药袁但
症状缓解了尧消失了就可以不用了遥 其实这是错误的遥

用药虽然可以把最后一张牌按住不至于倒下袁使症状缓
解袁但前面已倒下的牌不被扶起来理顺袁也就是过敏体质不被
改变尧过敏季不结束袁过敏症状在停药后就一定会复发遥

北京协和医院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证实院帮助患者找到致
病过敏原后袁医生根据所监测的花粉播散时间段袁指导患者提
前两周开始规律使用抗过敏药物袁 其间根据花粉浓度灵活指
导用药袁并确认花粉播散结束两周后再停药袁能帮助绝大部分
患者顺利应对过敏季节袁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遥

临床常用的过敏药物包括拮抗过敏介质的药物袁例如抗
组胺药尧抗白三烯药遥 此外袁还有用来抑制过强免疫炎症的糖
皮质激素遥 近年来袁通过医药专家对药物的不懈改良袁常用口
服抗过敏药物尧鼻喷或吸入局部糖皮质激素等的安全性大大
提高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袁均可安全用于长期过敏管理遥

谣言三院过敏性鼻炎随年龄增长会好转浴
不少家长或病友不重视过敏性鼻炎袁觉得随着孩子慢慢

长大袁体质会变强袁过敏性鼻炎也会不药而愈袁甚至觉得是个
小毛病袁不值得重视遥 实际上这种想法部分是源于谣言一袁部
分是源于对过敏性鼻炎认知不足遥

过敏性鼻炎是过敏性疾病最常见的病种之一袁貌似是小
问题袁但却与其他过敏性疾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不重视也
会产生严重后果遥

过敏性鼻炎的四大症状之首要要要鼻塞袁 会造成机体缺
氧袁危害孩子身体尧智力发育袁还会促成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袁
恶化机体心血管系统负荷袁甚至危害生命遥过敏性鼻炎多数会
合并结膜炎袁影响视力视物袁还能合并中耳炎袁导致听力下降袁
甚至有 30%要40%的患者会发展成可致死的哮喘遥

过敏性鼻炎长时间的不正规治疗 渊尤其在青少年阶段冤袁
有可能影响颌面部发育袁引发龅牙尧野痴呆面容冶等遥 可见过敏
性鼻炎虽然初期可能表现是小病袁但可以影响听力尧视力袁还
能造成哮喘袁影响面容遥

消极等待过敏性鼻炎自愈是不可取的袁大家应该辨清传
言袁加强科普知识学习袁遵循正规医院专业医生的诊治方案袁
把野小毛病冶野小问题冶控制在萌芽阶段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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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奥密克戎传播的 R0 值是 7 到 8袁它的亚型毒株 BA.2 达
到 8 的水平袁将对高龄人群带来很高的感染风险遥 冶3 月 20 日袁
在野新冠防疫新进展高峰论坛窑2022 第一季冶在线论坛上袁国家
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尧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表示袁必须对高龄等脆弱人群做好充分的疫苗保护袁才可以
具备逐步重新开放的条件袁 对奥密克戎逐步建立免疫屏障袁这
一点至关重要遥

何为 R0 值袁这个指数的高低对于疫情防控的参考价值如
何判断袁在奥密克戎毒株肆虐的形势下袁如何帮助老年人建立
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屏障钥

奥密克戎的基本传染数是新冠原型株的 2要4倍
野R0 值袁即基本传染数袁是指在没有外力介入袁同时所有

人对某个传染病都没有免疫力袁 不采取管控措施的情况下袁一
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袁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
均数遥冶江苏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副所长尧主任医师汪志国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袁若 R0<1袁则传染病将会逐渐消失袁疫情逐渐
平息遥 若 r0=1袁传染病会变成地方性流行病袁r0 指数越大袁传染
性越强袁r0 值为 10 就是所谓的野一传十袁十传百冶遥

此前袁有研究显示袁新冠病毒渊原型株冤的 R0 值大致在 2要
3.2 之间袁而德尔塔+变异株的 R0 值约为 5要8遥 最近正在全球
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的 R0 值是 7要8袁它的亚型毒株 BA.2 达
到 8 的水平遥

野但从目前来看袁这只是个推算值袁因为很多国家已经采取
了措施袁而且相当数量的人群已经接种了疫苗遥 不过从 R0 值
来看袁奥密克戎来势汹汹袁它的传播速度更快袁传染性强遥冶汪志
国说袁而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袁且大多有基础疾病袁一旦发生
感染袁相较于年轻人袁重症和死亡风险更高袁所以老年人接种疫
苗袁对于建立免疫屏障至关重要遥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最需接种疫苗
从全球范围的一组数据来看袁在新冠肺炎面前袁老年人更

为羸弱遥截至目前袁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 600 万袁从
各国报道的数据来看袁平均年龄都在 70 岁左右遥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数据袁 相较于 18要
29 岁的年轻人袁65要74 岁人群的住院风险提高了 4 倍袁死亡风
险提高了 65 倍曰75要84 岁的人群相较于 18要29 岁人群住院
风险提高了 8 倍袁 死亡风险增加了 140 倍曰85 岁以上的人群袁
住院风险增加了 12 倍袁死亡风险提高了 340 倍遥

反观国内袁在去年 8 月的扬州疫情中袁老年人成为感染病
毒的重点人群遥 在 3 月 18 日国新办举行的从严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袁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介绍袁野扬州
疫情共有 1388 例感染者袁 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中出现了 67
例重症遥 因为老年人多袁所以重症的出现率也比较高遥 1388 例
中袁 全程接种疫苗的占比是 38%曰67 例重症中袁65 例是没有接
种或者没有完成全程接种的冶遥

而在近期的香港疫情中袁 接种疫苗者的病亡率是 0.04%袁

没有接种或者没有全程接种的袁病亡率是 1.25%袁且病亡者中
90%都是老年人遥

曾益新指出袁从扬州和香港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袁第一袁疫苗
接种对于预防重症尧预防死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曰第二袁老年人
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袁是最需要保护的袁也最需要接种疫苗遥

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不比常规疫苗高
截至 3 月 17 日袁 我国 2.64 亿的 60 岁以上人口中袁有

2.1176 亿老年人已经完成了全程接种袁 这意味着还有 5200 万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完成全程接种袁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 80
岁以上人群袁完成全程接种的仅有 50.7%遥

有老年人关心袁疫苗的安全性怎么样袁打了疫苗会不会加
重基础疾病钥 汪志国表示袁野目前从报告的数据来看袁新冠疫苗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不比常规疫苗高冶遥 目前袁 江苏省已完成近
1.96 亿剂次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袁 有些接种者有一过性发热尧
红肿硬结等轻微反应袁但一般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袁1要3 天都
能康复袁总体来说我国目前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良好遥

野根据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袁患有耶高血压尧高
血脂尧糖尿病爷等慢性病的老年人袁如果健康状况稳定袁药物控
制良好袁建议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遥 冶汪志国说遥

有不少老年人认为袁自己不经常出省出市袁只在家门口就
不会感染新冠病毒遥在汪志国看来袁即使不出远门袁感染新冠病
毒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袁野比如菜场尧农贸集市尧商场超市尧老年活
动室尧棋牌室尧红白事聚餐场所等是老年人聚集的场所袁这些地
方常常就是疫情传播的高风险场所冶遥

汪志国提醒袁希望大家更加关心关爱老年人袁动员和陪同
他们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袁 共同为老年人的健康筑牢免疫屏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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