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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不等于“防癌体检”
需定期进行精准肿瘤筛查

肿瘤发病与饮食
习惯有关

肿瘤标志物值升高
不等于患有肿瘤

研究表明体重减轻
是癌症高风险因素

五种癌症早期筛查指南

三分之一的癌症可预防
收好这9条预防黄金建议

□记者 刘一梦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肿瘤内
科副主任梁婧补充，就肿瘤预
防来说，提倡并做到“三级”预
防。“防患于未然”时期，也叫作
一级预防，指的是注重戒烟，保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加强身体
锻炼；二级预防也称为“三早”，
即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三级预防，则是临床预防或
康复预防期。

“事实上，我国目前在肿瘤
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上与国际先
进水平没有太大的差距，甚至
某些技术手段还处于领先地
位，关键是我国预防工作仍没
有做到位，防癌意识不强。”梁

婧说，如果癌症患者经手术治
疗能生存5年以上，就认为肿瘤
被治愈的可能性为 90%，许多
肿瘤，如乳腺癌、宫颈癌没有大
家想象得那么可怕，只要早期
发现治疗，有 1/3 的肿瘤是可以
预防的，1/3 可以治愈，还有 1/3
是可以通过治疗改善患者的生
活状态延长生命的。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与癌
症相关的危险因素为慢性感
染、饮食不合理、负面情绪以及
不良生活习惯。对此，世界卫生
组织也向我国居民提出了9条
预防癌症的新建议，分别为：

1 . 严格控制体重；据统计，
中国人平均体重在 20 年内增加
40%，癌症发病率升高 9 倍。

2 . 不吃发霉的食品，避免
食用含黄曲霉素的食物；

3 . 少吃熏制、腌制、烤制、
油炸和过热的食品；

4 . 吃新鲜的果蔬前要将其
清洗干净；

5 . 不酗酒、不吸烟；
6 . 不长期服用可能致癌的

药物，如阿司匹林、氨基比林、
氯霉素、土霉素、利血平等西药
以及花椒、藿香、款冬花、石菖
蒲、砒石雄黄等中药；

7 . 不使用有毒的塑料袋；
8 . 每天晒太阳的时间不超

过 40 分钟，且要养成涂抹防晒
霜的习惯；

9 . 不熬夜，避免褪黑色素
含量减少，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癌症患
者中，80%的肿瘤是由不良生活
方式和环境因素所致，35%-40%
的肿瘤发病与不科学、不合理的
膳食习惯有关，也就是说，1/3的
癌症是吃出来的。以下五种癌症
最易受饮食的影响。

食管癌：进食过烫与食道癌
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人的食道
壁由黏膜组成，十分柔嫩，只能
承受50℃-60℃的食物，超越这个
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
反复烫伤可构成浅表溃疡，招致
慢性口腔黏膜炎症、食管炎、萎
缩性胃炎等病症。长此以往，就
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以至癌
变。

胃癌：熏烤食品中含有大量
多环芳烃化合物，其中含有苯并
芘等强致癌物质，可渗透整个食
品。硝酸盐、亚硝酸盐在人体胃
中可能与胺类结合，形成强致癌
物亚硝胺，因此应尽量少吃含大
量硝酸盐、亚硝酸盐的剩菜和腌
制食物。

肝癌：我国沿海地区尤其在
长三角及珠三角等地发病率最
高，原因是沿海地区气候潮湿，
食物发霉的现象较为常见，黄曲
霉菌污染严重的地区肝癌发病
率也高。此外，酗酒明显损伤肝
脏。

肠癌：结肠癌和直肠癌与饮
食过剩、红肉进食过多有着密切
的关系。人体在消化高胆固醇类
食物时，某些代谢产物增多会造
成肠腔内厌氧菌增多，对大肠黏
膜上的腺瘤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据39健康网

在体检报告中，让人最心
惊肉跳的便是免疫肿瘤指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
科主任、广州市抗癌协会常务
理事叶昇教授表示，肿瘤标志
物数值的高低与肿瘤相关，却
不等于被诊断为肿瘤。

肿瘤的诊断必需要由病
理检查来确立。大家看到体检
时的肿瘤标志物值升高了不
要太过惊慌，有可能就是一过
性升高而已。导致肿瘤标志物
值升高的原因主要有五种：

1、恶性肿瘤患者：一般肿
瘤标志物的含量会有显著增
高。

2、正常人群：虽然肿瘤标
志物是由肿瘤产生的物质，但
肿瘤标志物在正常组织或良
性病变中同样可以产生，但这
类人群所占的比例较低且存
在个体差异。

3、样品存储问题：血液标
本储存不当也会导致肿瘤标
志物的指标升高。

4、药物使用：使用如胸腺
肽、狂犬疫苗等生物制剂后，
有可能引起某些肿瘤标志物
指标的升高。

5、特殊情况：例如喝酒、睡
眠不好，还有就是过频进食补
品。对于女性来说，处于怀孕
期或月经期时前后抽血，都会
因个人身体差异产生波动。

一般来说，体检报告主要
是将肿瘤标志物检测值和正
常参考值做对比，如果有非常
明显的增高，癌症的可疑度会
相应增大，对于出现这类状况
的患者来说，叶昇教授建议，
做下一步的全面检查，包括
CT、B超等，即使是轻微的超
标，也不能置之不理，为了彻
底的排除癌变早期的可能，还
需要隔一两个月再去医院进
行复检，如果持续升高，就要
怀疑癌变在发展，如果一直没
有明显的升高，一般是良性病
变，可能是器官炎症。

据39健康网

根据牛津大学和埃克塞特
大学的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
现，非故意的体重减轻是结直
肠癌、肺癌、胰腺癌和肾癌的第
二大风险因素。

该研究分析了 25 项研究
发现，将超过 1 . 15 千万人的数
据整合在了一起，发现体重减
轻和10种癌症相关。60岁以上
的人群非故意的体重减轻使癌
症风险增加约3%。具体而言，女
性癌症风险上升至 6 . 7%，男性
上升至 14 . 2%。

该研究领导作者、来自牛
津大学的Brian Nicholson博士
说：“如果我们想更早诊断出癌
症并挽救生命，那么研究非特
异性症状(如体重减轻)就很重
要，也很急需。我们一直都知道
非故意的体重减轻也许意味着
癌症。这项研究将所有的证据
整合在了一起，表明这是毫无
疑问的。”

据生物谷

结肠直肠癌：50岁后男女
都应做结肠直肠癌筛查，要每
年一次大便隐血筛检，或大便
免疫化学测试，或大便DNA检
测，间隔不确定，每次最好连续
检测三次的大便样。如果测试
结果为阳性，要再做结肠镜检
查。

宫颈癌筛查：21-29岁妇女
可以每三年做一次宫颈涂片或
者TCT检查，30-70岁应每三到
五年一次宫颈涂片(或TCT检
查)和HPV结合检查，或每年一
次的宫颈涂片(或TCT检查)。国
内宫颈癌筛查的停止年龄为70
岁，有严重的宫颈癌前病变史

的女性应至少连续检测20年。
接种HPV疫苗的人要根据年龄
段筛查。

乳腺癌筛查：在我国，乳癌
的筛查中乳腺超声往往先于钼
靶摄像，并且由于中国女性乳
腺较致密，因此年轻女性应首
选超声筛查。20-39岁妇女可每1
-5年做一次超声检查，平时每
个月自检；40岁及以上者应每
年一次乳房检查，可采用钼靶X
光和超声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钼靶最好间隔一年进行。中国
人乳腺癌发病高发年龄早于西
方10年，建议检查提前。

肝癌：高危人群为乙肝患

者及有慢性肝病史5年以上者，
肝硬化患者，有肝癌家族史者，
长期酗酒者等。建议每半年进
行一次AFP(血清甲胎蛋白)监
测、超声检查，必要时进行肝增
强CT的检查。

肺癌：高危人群为烟龄长、
烟量大的人，慢性肺部疾病病
人，体内外接受过量放射线照
射者，长时间接触煤烟或者油
烟者等。建议每年进行一次
CEA(癌胚抗原)监测，螺旋CT
的检查，普通人群早期筛查最
好使用DDR拍片而不推荐使用
胸透。

据39健康网

□记者 刘一梦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高，
体检已成为很多人每年的“必修
课”。不少人认为，体检正常就代
表健康没问题，起码一年内都可
以放心。但实际上，我国有八成
早期癌症患者在体检中没被发
现，其中不少乳腺癌患者到中晚
期才被发现，错过了治疗的最佳
时期。相比于普通的健康体检在
肿瘤筛查中的作用，有针对性地
进行精准筛查是肿瘤早发现早
治疗的重要途径。

为什么体检查不出癌症呢？
专家指出，健康体检不等于癌症
筛查，常规健康体检的侧重点主
要在体格检查、心脑血管疾病、
慢性肝病和糖尿病等方面，而没
有放在癌症筛查方面。同时，健
康体检的常规设备难以发现早
期肿瘤。人体肿瘤从一个正常的
组织细胞演变成一个直径0 . 5-1
厘米左右的实体瘤，大概需要8-
10年，在这个过程中，肿瘤早期
难以被B超、X光所看到。

因此，定期进行防癌筛查，
才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治愈
的几率也更大。“胃、肺以及女性
的乳腺和甲状腺是癌症高发部
位，最需要重视，要加强早诊早
治意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肿
瘤内科副主任梁婧介绍，目前肺
癌在中国仍属于第一发病率的

癌症，对于40岁以上人群来说，
每年一次的低剂量率螺旋CT检
查，可将肺癌的死亡率下降20%
左右，如果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
吸烟的年数大于400，就应该每
年检查肺部，肺癌早期患者如果
及时切除癌变部位，多达92%的
患者能存活10年。

定期进行内镜筛查和幽门
螺杆菌检查是筛查食管癌和胃
癌的好办法。对于经常上腹胀、
痛，有胃炎病史的人群，首选胃

镜检查，可以避免胃溃疡、胃癌、
食管癌等消化道疾病的漏诊。此
外，对于成年女性来说，至少每
年一次的乳腺彩超或钼靶以及
甲状腺检查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年龄，按时进行肿瘤
筛检十分重要。”专家介绍，对女
性来说，18岁后，每年应进行一
次早期宫颈癌涂片检查与妇科
检查，定期乳房自检，每1-3年肿
瘤相关检查包括甲状腺、口腔、皮
肤、淋巴结、乳腺与卵巢，每10年

要进行一次胃、结肠镜检查。
对一般男性来说，18岁后应

每3年进行一次肿瘤相关的检
查，包括口腔、鼻咽、淋巴结、皮
肤、甲状腺、睾丸与肾脏，40岁以
后，检查频率提高到至少每年一
次，到50岁以后需要增加前列腺
筛检与直肠指检，在此期间，同
样保证至少每10年一次胃、结肠
镜检查，而有家族性结肠息肉病
的男性，建议45岁即开始进行常
规结肠镜检查。

老老人人在在医医院院进进行行肿肿瘤瘤相相关关项项目目的的筛筛查查。。图图//东东方方I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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