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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一周讯

医疗机构申请设立
养老机构条件出炉

济南成功完成首例
希氏束起搏术

大健康

老中医继承人
符合条件可申学位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下发《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
育的指导意见》，鼓励有条件
的中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师
承班，探索师承教育制度与学
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衔接的
政策机制。遴选符合条件的老
中医药专家为指导老师，为其
选配继承人，采取每位指导老
师带教 2 名继承人的师承方
式进行为期 3 年的培养。该项
目至今已开展 6 批，从第四批
开始，符合申请专业学位条件
与要求的继承人可申请中医
专业学位，实现了师承工作与
专业学位的衔接。 据大众网

45 岁左右高发
多因“吃得太好”
直肠癌和结肠癌统称为结

直肠癌，也叫做大肠癌，在我国
发病率位列恶性肿瘤的第三位，
病死率为第五位。“结直肠癌好
发年龄在 45 岁左右，有年轻化
的趋势，以直肠、乙状结部位的
发病最为多见。”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胃肠外一科副主任刘波介
绍，结直肠癌的发病年龄多在 40
-70 岁，男女比例约为 2:1。

结直肠癌的发生率与遗传
因素有关，约三分之一的患者有
遗传背景，5%-6% 的患者可确诊
为遗传性结直肠癌。

除遗传因素外，被称为“富
贵病”的结直肠癌有着较为普遍
的发病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
一般认为结直肠癌的发生与膳
食结构不合理有着密切关系，

‘三高一低’的饮食结构是发病
的高危因素。”刘波介绍，“三高
一低”的饮食结构指的是高脂
肪、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素，
这种饮食结构的人肠道内缺乏
纤维素，肠道蠕动缓慢，延长了
食物滞留时间，增加了致癌物与
肠道接触的机会。有害物质在肠
道内停留过久，被身体吸收后，
也就更加容易诱发结直肠癌。

近日，省卫计委、省民政
厅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
老机构许可工作的通知》，明
确了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
机构的条件，对于医疗机构申
请设立养老机构的，按照《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规定，
应向养老机构所在地县级以
上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民政部
门按规定予以受理；利用现有
医疗资源申请设立养老机构
的，养老许可涉及住建、消防、
环评、卫生防疫等有关前置条
件，可依据医疗机构已具备的
相应资质，简化手续，缩短审
批时间。目前，全省已有 920
家医疗机构面向老年人开展
照护服务，开放养老床位数约
5 . 4 万张。 记者 刘一梦

近日，山东大学附属济南
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保健一病
房苏国英副主任医师成功完
成了济南地区首例希氏束起
搏术。希氏束起搏是目前最先
进的生理起搏方式，是唯一能
模拟正常心室激动和传导的
生理起搏方式，能最大限度地
实现了心室的电和机械同步，
保证起搏后正常的房室间期
和房室同步，减少室性心律失
常的发生。这一技术的开展将
为缓慢性心律失常和心力衰
竭的患者带来福音。 综合

济南发布免疫预防
健康大数据

临床表现为便血，容易被误诊为痔疮

“大便潜血是结直肠癌最主
要的中晚期临床表现，非常容易
被误诊为痔疮，且结直肠癌早期
症状非常隐匿，没有典型症状，
所以漏诊率也很高。”刘波介绍，
因为直肠距离肛门较近，其附近
供血丰富，一旦长了肿瘤组织易
破溃出血，但现实中就有不少直
肠癌便血患者，早期一直被当作
痔疮进行治疗。

“痔疮的出血是鲜红色的，
伴随着肛门局部疼痛、肛裂等症
状，直肠癌的出血可能会含有一
些坏死的组织并且混杂着白色
的黏液，如果出现这类情况，要

去医院进行肠镜检查、肛门指检
及肿瘤标记物的检查才能进行
确诊，医生的诊断水平也对疾病
诊断有较大的影响。”刘波强调，
大多数结直肠癌患者都是在出
现大便潜血症状时被确诊的，而
这时候已经算是中期了，所以当
出现大便潜血的症状时一定要
到正规医院进行全面诊断治疗，
不要轻易认为是痔疮。

直肠癌不仅容易误诊，由于
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所以还极易
被漏诊。专家介绍，早期的结肠
癌患者可能会出现肚子胀、肚子
不舒服、消化不良的症状，或者

伴有轻度的腹部隐痛，而这其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大便
习惯、性状的改变。一方面，在大
便习惯上，由原本的一天一次变
成一天3次以上或出现排便次数
增多、腹泻或便秘、排便困难以
及便秘和腹泻两者交替的情况
都要引起注意，因为由于肿瘤对
肠道的刺激或者堵塞肠腔、浸润
肠管都会引起这类变化。

另一方面大便出现含水量、
粗细等形态的变化也需要警惕。

“如果大便习惯或形态持续一周
发生异常，就必须要进行正规的
医疗诊治。”刘波说。

由肠息肉进化而来，早期发现治愈率达90%

结直肠癌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疾病，它的发生有一个“缓慢的过
程”。刘波介绍，结直肠癌分为四
个阶段，I 期、II 期肿瘤局限于大
肠内，没有转移，这属于早期；III
期患者伴有淋巴结的转移，就属
于中期了，而到了 IV 期患者伴
有肝、肺、骨等远处转移，就属于
比较棘手的中晚期了。

“基本所有的结直肠癌都是
从息肉发展起来的，经历小息肉、
大息肉、不典型增长、癌变这几个

过程，通常持续 2-3 年的时间，早
发现和晚发现在治愈上完全是两
码事儿。”刘波说，通常小息肉长
到 0 . 2 公分就可以被清晰检查出
来，直接采用肠镜微创手术进行
切除就可以。专家介绍，结直肠癌
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也就是通常
认为的治愈率为 65% 。在 I 期和
II期的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高达
90%，而III期为67%，IV期大约为
15%。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结
直肠癌至关重要。

怎样才能在早期发现结肠癌
呢？刘波说，进行定期肠镜检查是
早期诊断、早期处理的重要方式，
具体高危人群和筛查建议见图表。

“因为肠镜是有创检查，所以
许多人非常惧怕，而随着医疗水平
的发展，无痛肠镜已经非常普遍
了，通过静脉注射麻药的方式，可
以缓解检查的不适感，美国也正是
通过推行肠镜检查，及时切除患者
的息肉，从而降低了结直肠癌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刘波说。

防肠癌少吃“红肉”，适当吃些大蒜
□记者 刘一梦

除了早期筛查、警惕身体发
出的信号之外，作为一种消化道
肿瘤，结直肠癌也是“吃”出来的
肿瘤。有研究表明，近 50% 的结
直肠癌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控制
体重和运动锻炼进行预防，也就
是说健康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
对于结直肠癌的预防来说是十
分奏效的。

“预防结直肠癌的发生首先
要限制脂肪的摄入，尤其是高动

物脂肪的摄入，食用‘红肉’要更
小心。”刘波说，蔬菜中的十字花
科蔬菜含丰富抗氧化物质，如维
生素C及胡萝卜素，可抑制致癌
物质亚硝胺的合成，此类蔬菜还
包括花椰菜、芥菜、白菜等。此
外，粗粮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B，
有助预防大肠癌的发生。少吃红
肉和加工肉类，因为加工肉类如
热狗、培根、香肠和熟肉制品等
会使结肠癌风险增加更多，而油
炸类、烧烤类、腌制类、方便类、
蜜饯类、蛋糕甜点类等高糖和高

脂肪食物食品也应尽量避免。
“大蒜具有杀菌作用，在保

护胃黏膜，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
方面有较好效果，作为比较好的
抗癌食品，每日食用大蒜的量保
持在一头以内是比较合理的。”
刘波说，吃蒜泥是最好的，而如
果将大蒜炒熟，有效的活性成分
会减少很多，但由于大蒜对肠胃
有一定的刺激性，肠胃不好的人
最好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决定
是否食用。

此外，吸烟、饮酒、体力活动

减少、久坐等生活方式以及肥胖
被认为与大肠癌的病因有关。在
忙碌的生活中，应尽可能规律的
生活，保证充足睡眠，戒烟戒酒，
使体内生物钟正常运转，大脑神
经兴奋与抑制、激素的分泌等生
命节律和谐平衡。

除了科学健康饮食和生活
作息规律外，适当的运动可以帮
助肠道进行蠕动，有利于排泄物
通过肠道，降低了有害物质在肠
道中的积累，直接降低了各种肠
癌的发病几率。

专家介绍：
刘波，副主任医师，普

外科学博士，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胃肠外一科副主
任。山东省医学会普外科
学分会胃肠外科专业学组
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胃
肠外科专业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
肛肠病分会微侵袭外科学
组副组长，山东省免疫学
会消化免疫分会委员。

擅长胃、结直肠良恶性
肿瘤的诊治，胃肠道肿瘤的
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及消
化内镜下治疗，外科急腹症
的诊断治疗，腹壁疝的手术
治疗。

专家门诊时间：周五
全天。

□记者 刘一梦

根据近日国家癌症中心发
布的最新癌症数据显示，结直肠
癌已成为我国第三大恶性肿
瘤，尤其在大城市中，随着现代
人饮食中脂肪和蛋白质摄入的
增加，结肠癌的发病率逐年上
升，全国平均每1 . 5分钟就有1
人被诊断为结直肠癌。这种被
称为“富贵病”的癌症，与生活
习惯、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尤
其是喜欢吃“红肉”，培根、香肠
等加工肉制品的人群，平时更得
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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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免疫预防健
康大数据出炉，济南 40 年来
通过实施免疫规划，成功消灭
了天花、脊髓灰质炎，摘掉了
乙肝高流行的帽子，减少乙
脑、流脑、脊髓灰质炎、麻疹、
百日咳、白喉等六种传染病发
病 19 万余例、减少死亡 1 . 7 万
例，避免了近万名儿童因小儿
麻痹症致终生残疾。

目前济南已建成 184 家
预防接种门诊、52 家产科接
种室，每年为约 54 万适龄儿
童开展接种服务。目前已建成
数字化接种门诊147家，今年
年底前将实现数字化预防接
种门诊全覆盖。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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