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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向准妈妈赠送

科学育儿书书籍

第三代社保卡将换发

实现异地就医结算

定期自查尽早发现乳腺疾病
月经后7-10天进行自查，每半年进行专业检查

山东将增基层医生
高级职称名额

隔记者 刘一梦

乳腺癌没有一级预防措施，
也就是说，乳腺癌不能通过药物
或其他手段完全消灭，它潜在威
胁着每一位成熟女性的健康。专
家介绍，目前只能通过二级预防
来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对女性
而言，预防乳房疾病，进行定期
自查和专业检查、早诊早治等是
保障乳房健康的关键环节。

“成熟女性都应该进行自查
和专业检查。”杨其峰说，自查可
分看、触、卧、查四步，“看”指面
对镜子双手下垂，仔细观察乳房
两边是否大小对称，有无不正常
突起，皮肤及乳头是否有凹陷或
湿疹；“触”指左手上提至头部后
侧，由乳头开始，用右手指腹按顺
时针方向环状检查，逐渐向外至
全部乳房检查完，右边乳房同样；

“卧”指平躺下来，左肩下放一枕

头，将右手弯曲至头下，重复“触”
的方法，检查两侧乳房；“查”则是
检查腋下有无淋巴肿大后，再观
察乳头，注意有无异常分泌物。已
经出现月经的18岁以上成熟女
性，自查时间为月经后7-10天，已
经绝经的女性可以选择每个月的
固定时间进行。

除了自查，成熟女性每半年
就应做一次乳腺B超检查，必要
时每年做一次钼靶。B超对人体

没有危害，适用于年轻女性；而
钼靶有一定的辐射，更适合40岁
以上的中老年女性。“此外，正在
备孕的女性一定要在怀孕前进
行乳腺检查。”杨其峰强调，随着
二胎政策的放开，34-40岁左右
的准妈妈也是乳腺癌的高发人
群，而且处于哺乳期和孕期的女
性乳房会发生胀痛等变化，此阶
段的乳腺癌容易被掩盖。

预防乳房疾病还应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不乱用外源性雌
激素、不长期过量饮酒、保持适
度运动和身体健康，且每天佩戴
文胸时间不宜超过12个小时，让
乳房获得充分的休息。

近日，济南市卫生计生
委、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在
舜玉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
行了向 0-3 岁婴幼儿母亲赠
送《 0-3 岁婴幼儿科学养育》
书籍启动仪式。向济南市 0-3
岁母亲免费赠阅，由济南市
158 家基层卫生机构在孕妇建
立《母子健康手册》时发放，每
位准妈妈发放 1 本。

据了解，《 0-3 岁婴幼儿
科学养育》针对 0-3 岁小儿家
长育儿中最常遇到的疑惑，做
出了浅显易懂的答疑解惑。本
书共分为四章，前三章分别讲
述了 0-12、13-24、25-36 个月
宝宝同步养护指导，第四章讲
解了宝宝常见疾病及问题。

“向准妈妈赠送这本科普
书籍，是今年市委、市政府为
民办实事的内容之一，也是贯
彻落实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
具体措施。”济南市政府办公
厅副主任张蓉表示，本次活
动，旨在通过赠书及相关知识
的宣传普及，全面提升 0-3 岁
婴幼儿科学喂养水平。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李文

近日，山东第三代社保卡
换发条件已经成熟，将逐批换
发新卡。据悉，第三代社保卡
可在全国实现异地就医结算。
持第三代社保卡就医者 ,在全
国所有的省市医保定点医院
住院 ,只需缴纳应由个人负担
的医疗费用 ,其他费用由医保
经办机构与医院直接结算 ,个
人不需再垫支全部的医疗费
用后,再回原参保地报销。

下一步，山东各定点医疗
机构将限期做好系统升级和
对接，并做好三代卡使用的测
试工作，确保各定点医疗机构
能同时受理目前省本级所存
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社保卡。
此外，第三代社保卡还具有身
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
缴费和领取待遇、金融支付等
功能。 据大众网

45-50岁女性是

重点发病人群

“乳腺不是维持人体生命活
动的重要器官，原位乳腺癌并不
致命，但由于乳腺癌细胞丧失了
正常细胞的特性，导致细胞之间
连接松散，容易脱落。癌细胞一
旦脱落，游离的癌细胞可随血液
或淋巴液播散全身，形成转移，
危及生命。目前乳腺癌已成为威
胁女性身心健康的常见肿瘤。”
杨其峰介绍，我国乳腺癌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现在已
经成为女性恶性肿瘤中的第一。
20 年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乳
腺癌手术患者为每年 40-60 例，
而近几年，每年均超过 700 多例。

“就接诊状况来看，45-50
岁的女性是重点发病人群，最年
轻的患者只有 17 岁，年龄最大
的 90 多岁。”杨其峰说，乳腺癌

的患者年龄跨度非常大，且呈年
轻化趋势，20 多岁的未婚女性
患者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年轻化趋势不代表所有乳
腺癌患病人群都年轻化，老年人
的乳腺癌更为棘手。”杨其峰强
调，认为老年人不会得乳腺癌的
观点是错误的，80岁以上的老年
人群中仍有部分乳腺癌患者，且
老年患者往往警觉度较低，许多
都在破溃后才就医，同时他们大
多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病，
手术隐患较多，所以老年人的乳
腺健康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哪些因素容易导致乳腺癌
发病？“月经初潮过早、绝经晚；
生育较晚，无哺乳期或哺乳期较
短；使用补充激素药物或化妆品
过度；吸烟、酗酒以及肥胖等。”
杨其峰说，乳腺癌危险因素包括
遗传因素、体内激素变化、精神
心理因素以及生活规律等方面。

□记者 刘一梦

乳腺由皮肤、纤维组织、乳腺腺体和脂肪组成，乳腺癌是发生在乳腺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99%
的乳腺癌患者是女性，男性占1%。乳腺癌被称作“红颜杀手”，是危害妇女身心健康的主要疾病，近
年来发病率上升迅速。据国家癌症中心和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乳腺癌发病数据显示，女性
乳腺癌发病率全国合计为42 . 55/10万，占女性恶性肿瘤第一位。

哪些人容易患上乳腺癌？得了乳腺癌一定要进行手术吗？乳腺癌手术一定会失去乳房吗？常见
的乳腺疾病又该如何进行防治呢？在3月8日妇女节前后，我们邀请业内权威专家，为大家讲解乳腺
癌的那些事儿。

归国华侨，主任医师、
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博士后指导教师。现任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乳腺外
科行政主任。美国新泽西
癌症中心客座教授。我国

“万人计划”第一批入选专
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科技部首批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任中国
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
省老年学学会生物靶向治
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山东省抗癌协会乳腺
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乳腺癌的早期诊
断、乳腺良性病变的微创
或小切口美容手术的个体
化治疗、保乳手术、精准前
哨淋巴结活检保腋窝手
术、乳腺癌病变的遗传分
子分析。专家门诊时间：周
二全天、周四上午。

专家：杨其峰

乳腺结节与肿瘤不同

不用刻意治疗

“对于乳腺癌，手术切除是
首选的治疗方法。”杨其峰解
释，乳腺肿瘤分良性和恶性，超
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是恶性肿
瘤。良性肿瘤的判断较为复杂，
并且有一定的恶变可能，所以
大多数良性肿瘤都是切除后取
出再做化验。

乳腺结节和乳腺肿瘤并不
对等，结节一般非常小，性质不
明确，多数和乳腺增生一样属
于一种生理性变化，不需要刻
意治疗，也不用过于担心，女性
绝经后或会自然消除。而肿瘤
是已经定性的，分为良性和恶
性，乳腺纤维腺瘤是乳腺外科
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任何药物
对其都不起作用，手术切除是
唯一有效的方法。

许多人因为手术疤痕而不
接受手术，对此问题，杨其峰表
示，传统的乳腺癌手术不仅要
切除乳房和淋巴结，甚至还要
切除大部分胸肌，切除范围广，
创伤大，给患者的身体和心理
造成极大的损伤。而目前的乳
腺癌手术可以保留乳房、腋窝，
并且可以根据肿瘤的大小、位
置等自身情况选择微创或者小
切口美容手术，大多数患者术
后看不出刀痕。“手术越及时就
越简单，恢复效果也越好。”杨
其峰说。

胸部有哪些变化时，需要
引起自身注意？“单侧或双侧肿
块是最明显的特征。”专家介
绍，当胸部出现凸起或凹陷的
形态变化，或可触压到无痛性
肿块，乳头出现清亮、暗红色分
泌物时，应该及时就医，以免延
误病情。

A B

近日，山东省卫计委副主
任仇冰玉表示，山东将增加基
层医生正高级、副高级职称的
数量，并且将他们在基层的服
务满意度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为他们多提供一些到大医院
培训的机会。

仇冰玉介绍，由于基层医
疗条件差、设备落后外，基层
医护人员的能力与大医院有
差距等原因，许多常见病患者
本可以在社区医院治愈，却跑
到大医院“扎堆”就诊。这是因
为基层条件差、待遇低，留不
住人才，导致基层医院全科医
师的数量少。要想解决这个问
题，就要提高基层医生待遇，
制定人才优惠政策。

目前，山东正在积极开展
相关工作。 据大众网

无无论论良良性性恶恶性性，，手手术术切切除除是是最最直直接接方方法法

乳乳腺腺肿肿瘤瘤超超三三成成是是恶恶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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