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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体检“套餐”选对了吗？
□见习记者 张珊 记者 刘一梦

不管是学生时期还是工作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体检，而科学的体检不一定要“大包大
揽”，只有根据自身情况，做好检前评估、精准检查、检后分析一系列环节，才能使危险因子真正现
形，进而帮助我们及早对症下药，为健康保驾护航。如何在众多“套餐”里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
不同年龄段人群体检有何不同？体检报告该如何看？对此我们采访了山东省立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管
理英主任、济南市中心医院疾病与健康管理中心李鲁生主任、李红宇副主任以及济南市中心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李哲副主任，对查体的相关问题做了解答。

今年三月，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 2015 年山东省居民健康素养
基本情况调查报告》。共抽取
了 3820 名 15 — 69 岁的居民，
监测结果显示：2015 — 2016 年
度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12 . 08% ，也就是平均每 100 个
15 — 69 岁的人群中，有 12 . 08
个人具备了基本的健康素养，
了解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掌
握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内容
并具备基本的健康技能。

本次监测当中涉及到的
健康技能包括煤气中毒的处
理、火灾发生后逃生方法、烫
伤后的处理、人工呼吸等，几
乎每100个人当中才有1个人基
本具备了健康技能。

据大众网

山东居民健康素养
每100人只有12人达标

40岁女性人群
成乳腺“重灾区”

全球数十个国家将每年的
10 月定为“乳腺癌防治月”，今
年的数据报告显示，在参加乳
腺体检的 19 . 3 万名成年女性
中，整体乳腺体检指标异常率
达 67 . 88%，近七成受检女性存
在乳腺指标异常。

报告发现，女性乳腺疾病
检出率与年龄分布有一定的相
关性，乳腺体检异常指标检出
率大体呈现随年龄的增加而升
高的趋势。其中，41-50 岁组检
出率最高，达到 75 . 53%，定期进
行体检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乳
腺疾病的重要措施。检查频率
可 1 年 1 次，如果年龄大于 35
岁，且有乳腺癌家族史女性，建
议缩短到半年一次。

据《新京报》

这些身体不适
或是癌变信号

1 .胃癌的信号：上腹部疼
痛，俗称心口疼。早期胃癌患
者往往平时很好，逐渐发现胃
部(相当于上腹部)不适或有疼
痛，服止痛、止酸药物不能缓
解，持续消化不好。

2 . 肺癌信号：刺激性咳
嗽，且久咳不愈或咳血痰。因
肺癌多生长在支气管壁，癌细
胞的生长，破坏了正常组织结
构，强烈刺激支气管，引起咳
嗽。经抗生素、止咳药不能很
好缓解，且逐渐加重，偶有血
痰和胸痛发生。

3 . 肝癌信号：右肋下疼
痛。右肋下痛常被称为肝区
痛，此部位痛常见于肝炎、胆
囊炎、肝硬化、肝癌等。肝癌起
病隐匿，发展迅速，有些患者
右肋下疼痛持续几个月后才
被确诊为肝癌。

4 . 乳腺癌信号：正常女性
乳房，质柔软，如果非经期触
摸到乳房肿块，且年龄是 40 岁
以上的女性，应考虑患有乳腺
癌的可能。

5 . 直肠癌信号：腹痛、下
坠、便血。凡是 30 岁以上的人
出现腹部不适、隐痛、腹胀，大
便习惯发生改变，有下坠感且
大便带血，继而出现贫血、乏
力、腹部摸到肿块，应考虑患
有大肠癌的可能。其中沿肠部
位呈间歇性隐痛是大肠癌的
第一个报警信号。据 39 健康网

根据家族病史、个人史等

选择增减项目

很多单位组织的体检项目
是针对整个群体面的，很难为每
个人量身定做，怎样自己判断是
否补充或修改体检项目呢？

济南市中心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副主任李哲说，在体检之
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单位或已
选的体检套餐的项目内容，其
次要以个人史、家族史，结合个
人生活习惯等有目的地选择增
减项目。

例如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史
的可以增加相关并发症检查的

项目；有某种家族遗传病史，增
加与之相关的体检项目；有工作
压力大、饮食不规律，伴有胃肠
道不适症状的，可以增加胃肠道
相关检查等。此外，还根据个人
意愿(比如关注肿瘤)选择相应的
检查项目，建议咨询体检中心人
员或相关医生，听取体检专家的
建议，有目的地增减适合自己的
体检项目。

除了以上两点，确定体检项
目的时候，还要结合自己当前的
身体健康状况，若体检者说不上
该检查什么项目时，可以说出哪
个部位不舒服或有异常，医生会
给出相应的体检建议。

检前紧急调整并没错

有些人觉得快要体检了，应
该在体检前 3 — 5 天注意饮食，
戒烟戒酒并保证好睡眠。这样临
时抱佛脚的行为是否科学？是否
会影响检查结果？专家表示，其
实这是可行的。

虽然部分查体的指标会受
作息饮食的影响，但临时调整到
健康的生活状态对体检的准确
性有很大帮助。毕竟健康体检是
对人们健康状态下的检查，如果
能在 3 — 5 天调整到健康水平，
也反应的是身体器官的正常代
谢情况。

如果确实无法避免“大鱼大
肉”，又对检查出的体检结果存
有疑虑的话，可以等身体恢复到
日常水平再去有针对性的进行
复查。“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肝功
能检查中多项内容测定值与饮
食皆有一定关系，饮酒可导致肝
功中的转氨酶升高，进食油腻食
物可使血脂升高，查这些数据的
前几日要尽量避开不规律饮食
和饮酒。”

体检每年 1-3 次为宜

很多疾病早期是没有明显

症状的，而一旦出现症状也许已
经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体
检的时间和周期该如何确定呢？
山东省立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
任管理英说，体检是没有季节限
制的，一般体检在春秋之际最为
合适，因为春秋室内外温差不
大，不会因为穿脱衣服而导致感
冒等问题的发生。

体检间隔的时间主要根据
具体情况来定，正常应保证至少
一年一次，特别是中老年人群，
另外不同年龄、性别、身体状况
及个性化情况频率也不同。

中老年人身体进入多事之
秋，各种疾病的患病率明显增
加，同时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和肿
瘤发病的高发年龄，因此体检更
应个性化制定，根据既往病史，
前次体检阳性结果复检时间的
要求具体来定，所以体检项目应
尽量做全一些，检查的间隔时间
短一些。时间上大致3个月至1年
不等。

中青年人群的体检一般由
单位组织或个人自发体检，时
间一般一年一次最为合适。青
少年的体检主要针对当前青少
年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进行检
查，如营养不良、肥胖、近视、龋
齿、贫血、心理卫生等，应该每
年一次。

此外，儿童体检重在监测生
长发育情况，及时发现体格和智
力发育异常。其中微量元素检查
对半岁后的儿童很重要，缺少则
会影响生长发育，要每年检查一
次。目前儿童体检主要由妇幼保
健院或医院儿科以及有儿保业
务的体检中心完成。

从体检项目来看，肿瘤标
志物应作为中老年人必查项
目，尤其是发病率较高的肺
部。其次是心脑血管检查，通
过对其检查可以了解心肌和
脑供血、心律失常等情况。

B超及胸部摄片可检查
是否有肝、胆、膀胱肿瘤或
结石，颈部彩超可了解颈动
脉内壁是否有斑块。胸部摄
片可早期发现肺结核、肺
癌。此外，中老年人容易患骨
质疏松，可通过骨密度检测确
定有无骨质疏松症状。

(见习记者 张珊)

管理英，山东省立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系统医
疗器械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健
康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委
员，山东省医师协会体检分
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院
健康管理协会健康评估与体
检分会副主委，山东预防医
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副主委，
山东省健康管理分会委员。

□见习记者 张珊

现如今个人体检的人数正
在逐年增加，定期体检成了大多
数人每年都要经历的一件事儿，
而体检过后的体检报告往往被
人们忽视，这就相当于学生考完
试却不审阅老师的批注，如此就
失去了考试的意义。

有些人觉得体检报告数据
太多，复杂又专业，根本看不懂，
索性就放置不管。管理英说：“现
在为了能够让受检者更加明晰
检查结果，医院将繁琐的数据放
到了次要位置，以尽可能通俗易

懂的方式将检测结果传达给受
检者。”

一般的体检报告分为三个
部分，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看全报
告，至少应该认真看完第一页，
也就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为本
次体检出现的异常问题，包括已
构成病症与未构成病症的部分，
看报告中的阳性发现或疾病以
及据此问题专家给出的指导建
议，特别是那些要求近期复查的
项目或及时到相关专业就诊或
进一步诊查的条目，要依据建议
实施。

其次看第二部分，包括病症

原因分析，生活上的注意事项以
及在病症发展到何种状况、何时
该去专科治疗的提示等。

部分患者想要具体研究的，
可看第三部分——— 体检明细单，
包含本次体检涉及的所有数据。
此外还要与往年体检检查结果
对比，看有无明显异常，必要时
再做具体诊断。

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标注进
行自我分析或咨询体检医院，一
般正规的三甲医院都会为体检
者提供免费的检后咨询服务，体
检者可通过打咨询电话或到医
院体检中心进行咨询。

体检答卷要着重看“阳性发现”

心脑血管及肿瘤
是中老年人必查项

科学体检谨防两大误区

□见习记者 张珊

别等不舒服才查体

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才想去
查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

体检的目的，是希望在疾病尚未
出现明显症状前，及早检查出处
于萌芽状态的疾病并加以治
疗。当已经处于疾病的急性发
作期，就不单单是体检的问题
了，应先到专科诊断治疗，待疾
病康复后再做健康检查。

当身体一旦出现胸闷、气
短、头晕、恶心、呕吐或站立行走
不稳、乏力、言语不利、咳嗽、咯
血等明显的症状时，建议直接
入专科门诊就医治疗。

慢性病患者体检前别停药

有些人认为部分体检项目医

生要求空腹，就什么药都不敢吃
了，其实这样的做法过于绝对，并
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停药。

对于体检期间由于感冒发烧
吃的消炎类刺激性药物，应先暂
停，等体检结束后再服，而对于慢
性病患者服药就应区别对待了，
如高血压病患者每日清晨服降压
药，是保持血压稳定所必须的，贸
然停药或推迟服药会引起血压骤
升，发生危险。

“此类患者体检之前可以用
少量水将药物服下，其对化验结
果影响不大。”李哲主任说，对于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
者来说，应在服用完日常药物后
再来体检，切勿因体检打断常规
治疗。

图图片片来来自自网网络络

相关链接


	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