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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会影响儿童的
肝脏健康

根据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 Pediatrics》
杂志上的文章，研究者们首次发现儿童体重过高
会对其肝脏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这项研究发现儿
童3岁时腰围越高，那么他们在8岁时患非酒精
性脂肪肝的风险则会越高。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往往是由于肝脏中脂
肪的过度堆积导致的炎症反应以及后续的肝脏损
伤。美国境内8000万人受到了该疾病的影响，而
且它是青少年与儿童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然
而，由于初次发作一般没有症状，因此容易恶化导
致肝硬化以及肝癌的发生。

此前研究重点关注了青少年群体的脂肪肝疾
病，而在最近的这项研究中，作者则研究了儿童群
体的脂肪肝发生风险。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们分析了肝脏中一
种叫做ALT的酶的活性，该酶是肝脏损伤以及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标志物。结果显示，在8
岁时，有 23%的儿童出现 ALT 水平上升的现
象。此外，3岁时腰围高的儿童在生长到8岁时
ALT水平相对更高。另一方面，35%的肥胖儿
童中ALT的水平较高，而正常体重群体中仅有
20%ALT水平较高。这一结果表明ALT是衡量
儿童肥胖程度以及相应疾病的生物标志物。而
且说明儿童早期肥胖程度越高，后期患糖尿病的
风险则会更高。

（健康时报）

海南中德骨科医院加入
国家级创伤救治大平台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近日，“中国创伤救治
联盟创伤救治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南中德骨科医
院举行，这标志着海南中德骨科医院正式加入国
家级创伤救治大平台，成为海口市乃至周边区域
的严重创伤救治中心。据悉，该医院系海南省首
家加入“中国创伤救治联盟”区域创伤救治中心的
单位。

揭牌仪式上，双方共同签订了《中国创伤救
治联盟创伤中心建设合作》协议书，今后将合作
建设区域创伤救治中心及区域创伤分级救治体
系，建设严重创伤院前、急诊、院内专科救治团
队并开展人员培训，实施创伤规范化救治流程，
提高严重创伤的综合救治能力，建设统一的区域
性急救信息平台等。下一步，海南中德骨科医院
将逐步构建对外延伸辐射的分级急救医疗网络
体系，整体提高海南区域严重创伤的综合救治能
力和水平。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意外事故导致创
伤的发生率逐渐增多，在我国,创伤已成为继心脏
疾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之后的第四位死亡原
因。如何提高创伤的救治水平已成为创伤医学的
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严重创伤的死亡率和致残率远远
高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
医院缺乏完善创伤救治体系、缺乏专业创伤医生
培养系统机制、院前急救及院内救治脱节、信息
交换不畅等多方面因素。2016年 9月，由国内
从事创伤救治的100余家医疗机构、500余名创
伤救治专业人员联合成立的“中国创伤救治联
盟”在北京揭牌。

红润的脸色，说起话来中气十
足，身材高瘦挺拔，一身运动服看上
去十分精神。站在韩大叔面前，你
完全想不到这位73岁的老人在十几
年前，曾是一名结肠癌晚期患者。

2002 年，时年 57 岁的韩大叔突
然出现迅速消瘦的情况，到医院检
查后，发现已是结肠癌中晚期。

“当时还是很害怕的，觉得自己
也活不了多久了。”虽然害怕，但韩
大叔还是到医院进行了积极的治
疗，做了手术。出院后，韩大叔继续
回到单位上班。“可能是恢复工作
后，精神上又有压力了，而且当时也
不太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方
面还是不够注意，3 年后，我的癌症
又复发了。”

在做了第二次手术后，韩大叔开
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并开始注重养
生。

“癌症是一种慢性病。对抗癌
症，需要综合的治疗方法。医院的治
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还
要靠自己。”16 年的抗癌经历，韩大
叔已经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首先要有平和的心态，同时还要
配合合理膳食，持之以恒的运动，规
律充足的睡眠，以及中西医结合的适
当治疗。

“快走是最好的运动，我现在每天
都要快走，可能你们年轻人都走得没
我快！”韩大叔笑呵呵地说道。他的手
上带着一个黑色的运动手环，记录他
每天的运动情况。

在韩大叔看来，人生就是一场修
行，抗癌的过程更是如此。“我在患癌
以前，脾气很急的，也根本不注意养
生，反倒是得病后，开始注意心态的
调整和遵循科学的生活方式了。我
现在感觉身体状况很不错，如果不是
这场病，说不定我的身体还没有这么
好呢！”

手术3年后癌症卷土重来
他改变生活方式活得更健康

聚焦

4月15日下午，位于
海口市滨海大道一家酒
店二楼的会议室内，一群
身着统一T恤的人们格外
显眼。这是一群曾经罹
患癌症或者正在治疗中
的癌症患者，当天他们齐
聚一堂，彼此分享着抗癌
路上的艰辛和感动。

4月15日-21日是第
24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4月15日，海南省抗
癌协会和海南省肿瘤防
治协会（筹）共同组建的
“健康岛之家”公益组织
也正式成立。在“健康岛
之家”当天举行的活动
上，多位与癌症抗争多年
的癌症患者上台与在座
的近200名听众分享了
自己的抗癌历程。记者
采访了其中的几位“抗癌
战士”，希望通过他们的
抗癌故事，能够给那些正
在与癌症抗争的人们，带
来信心和力量。

“我多少岁？今年17！”被记者问及年
龄时，70岁的胡云（化名）调皮地笑着回答
道。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曾经长年与癌症
抗争。谁又曾想到，现今如此乐观的她，
却因为癌症的折磨，有过自杀的想法。

1995年，胡云被确诊为卵巢癌晚
期。“我颤抖地拿着体检报告，顿时眼前发
黑，几乎站不稳，只能靠在B超室门边，脑
子一片空白，过了好久才逐渐清醒。”

治疗时间紧迫，胡云第二天到单位
请了假后，便订了机票，飞往广州治疗。

化疗的过程，对胡云是极度痛苦的
折磨。由于她的白细胞指数不达标，需
要休养才能继续化疗。在两次白细胞
指标都没达标后，心灰意冷的胡云甚至
一度想到自杀。

“看着我泪水涟涟，母亲开导我说‘不
要哭，哭是治不好病的！’”胡云告诉记者，
她的母亲也曾经是一名癌症患者，但是在
配合治疗后，最终战胜了癌症。“母亲都能
坦然面对，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此后，胡云重新鼓起了勇气。“当我的
白细胞终于达标可以实施化疗时，我兴奋
得几乎要跳起来，觉得自己又有希望了。”
幸运的是，胡云化疗的效果非常好，并在
此后顺利完成了手术。

此后，通过病友的介绍，胡云开始通
过运动恢复自己的身体。而这一坚持，
就是20余年。“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吃药
和打针了，很多同事和亲友都对我的精
神面貌感到很惊讶和佩服。”

恢复后的胡云也一直积极帮助其他
的癌症患者，以自己的故事和精神去鼓励
和影响更多的癌症患者。她还加入了海南
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成立的“爱汝之家”志
愿者团队，定期到医院与乳腺癌患者沟通
和交流，化解她们对癌症的恐惧。

“一旦患癌，就要做好终身抗癌的准
备。”回首自己23年抗癌路，胡云感慨万
分，“在与死神的较量中，我赢了，而且带着
更多的病友一起抗癌。我觉得我患癌后重
生的生命更加珍贵，更加有意义了！”

一度灰心想一死了之
她战胜绝望帮助更多病友

虽然面色较普通人暗沉，而且脑部
仍有小病灶，不时还会头晕，但对于61
岁的文艳（化名）来说，能够从肺癌魔掌
逃脱，已是极大的幸运。

7年前，由于总是感觉疲惫，文艳到
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已是肺癌晚
期。“当医生告诉我是肺癌的时候，我瞬
间泪流不止。”文艳甚至连和医生多说一
句话的勇气都没有，跑着离开了诊室。

回到家稍微平静一些后，文艳想起
了老家年迈的父母。“我也不知道自己
是否还能活个一年半载。”第二天，文艳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万宁老家看望
父母，“当时看着父母，我哽咽得根本说
不出话，只能强颜欢笑。”

看望父母归来，文艳知道，如果想要
活下去，自己要正面疾病。在收拾好自
己的心情后，文艳接受了手术和化疗。

但坏消息却依然继续传来，第二
年，文艳出现了癌细胞脑转移，脑部发
现了3处病灶。“我当初还信心满满，但
没想到还是转移了。”这对文艳无疑是
当头一棒。

“没有办法，我还是得调整心态，心
平气和地继续接受治疗。”此后，文艳依
然坚强地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如今，脑
部的病灶虽然还有存留，但已基本不再
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抗癌7年，也是文艳不断调整心态
的过程。“对抗癌症，心态很重要。很多
人得了癌症，就很消极，也不积极治疗，
听之任之，千万不能这样，更不能听信
偏方。”文艳在患癌后认识了“海南省绿
洲抗癌乐园”的病友们，在加入这个大
家庭后，许多病友乐观的精神和惊人的
毅力，以及他们精彩的抗癌故事，成为
她抗癌路上的精神支柱。“癌症患者一
个人的时候是非常恐惧，感觉非常孤
独。但是加入这个大家庭后，我们经常
会组织一些活动，相互交流抗癌心得，
心情也会好很多。”

确诊时哭着逃离诊室
她调整心态从肺癌魔掌逃生

本报讯 （记者符王润 通
讯员徐善应） 4 月 15 日至 21
日是第 24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
传周，今年宣传周主题为“科学
抗癌，关爱生命”。海南省肿瘤
医院、海南省抗癌协会、海南省
肿瘤防治中心近日举行了第三
届健康岛肿瘤防治宣传周活
动。

在第三届健康岛肿瘤防治
宣传周活动的启动仪式上，由
海南省抗癌协会和海南省肿瘤
防治协会（筹）共同组建的公
益组织——“健康岛之家”也正
式成立。据悉，“健康岛之家”
旨在搭建医生与癌症患者之间
沟通的平台，为肿瘤患者提供

诊疗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
帮助患者认识癌症、科学抗
癌，消除人们对肿瘤的恐惧

感。肿瘤患者及家属、医护人
员等可通过微信群即时交流沟
通，了解肿瘤诊疗新技术、新

方法。
“‘健康岛之家’不仅服务岛

内癌症患者，还面向全国的癌症
患者开放，让来到海南的外地癌
症患者也能加入这个大家庭。”海
南省抗癌协会会长周卫平表示，
除了医学上的治疗，癌症患者也
非常需要人文关怀，“我们将组织
专家为癌症患者提供心理咨询服
务，帮助他们走出阴影。同时针
对贫困患者提供帮助，让他们感
受到温暖。”

在宣传周期间，海南省肿瘤
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等医疗机
构在全省范围内举行相关的义诊
活动，并举行系列健康讲座，宣传
肿瘤防治知识。

肿瘤患者的情绪转变需要很长
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医生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

肿瘤内科专家介绍，癌症患者心
理转变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怀疑和否认期。很多患者在
知道自己得癌症后，总觉得是检查结
果错了，一般会去多个医院就诊来确
认病情。

2.愤怒发泄期。在癌症确诊后，
患者常常会出现强烈的愤怒和悲痛。

3.合作协议期。这个时期患者在
医生和亲朋好友的劝说下，愤怒情绪
逐渐缓解，为了延缓死亡开始主动接
受治疗。

4.悲伤忧郁期。患者在接受治疗
的过程中，会考虑很多，从而产生无助
和悲伤的感觉，加上药物的副作用以
及对疾病的恐惧，患者容易悲伤忧郁。

5.接受升华期。当患者意识到
愤怒和悲伤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更加
不利于治疗时，会坦然接受疾病。

专家表示，如果患者过于消极，
可使身体各项指标出现不平衡，导致
免疫功能下降，加重治疗的副作用，
影响治疗效果。患者不仅需要自身
强烈的求生欲望，还需要医护人员和
家人的关心照顾。

医护人员在与患者沟通手术、放
疗和化疗等治疗的必要性时，还要和
患者解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让患
者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克服困难。
医护人员要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变
化。当患者出现不适症状时，除了进
行治疗外，更应该给予心理支持。患
者积极接受治疗有助于控制病情，病
情好转可以帮助患者树立信心，这种
良性循环可以激发患者的求生欲望。

此外，癌症患者家属的心理状况
也应该给予关注。一名肿瘤内科护
士长介绍，癌症病人可以放声大哭释
放自己的情绪，但患者家属的痛苦往
往不能这么解决，因为家属表现出来
的悲伤会给病人带来压力和不良情
绪。家属往往只能偷偷难过，这样就
可能出现抑郁倾向，而且慢性肿瘤患
者大多治疗时间较长，家属难免产生
厌烦的情绪，医护人员应该主动引
导，让家属自然融入到治疗中，给患
者营造一个积极、轻松的治疗环境。

（大河健康报）

孕前饮食与生活方式
影响后代健康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4月17日发布一项新研
究说，怀孕前父母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对他们小孩
的成长、发育以及长期健康极具影响。

该校学者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在英国期刊
《柳叶刀》上发布了3篇系列报告。报告说，已有
证据显示吸烟、较多的酒精和咖啡因摄入、营养不
良、肥胖、膳食等因素不仅会对胎儿产生影响，还
有可能带来出生后的长期影响，比如增加他们患
心血管、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等。

研究人员指出，母亲过度肥胖会提升炎症、激
素以及代谢物水平，很可能会直接改变卵子和胚
胎的发育，从而给后代带来更高的慢性疾病风险；
父亲过度肥胖也与精子质量、数量下降有关，这也
会增加后代将来患慢性病的风险。不过研究人员
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父亲的饮食习惯和肥胖对后
代的影响是否与母亲的一样大。

报告的主要作者、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朱迪丝·
斯蒂芬森说，孕前的时期非常关键，父母的健康，
包括他们的体重、代谢和饮食，会带来子女将来患
慢性病的风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公共健康政策
来尽可能降低这方面的风险”。

研究人员还建议，食品企业和零售商应该与
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合作，为孕前健康提
供更好的支持。 （新华社）

治疗癌症
勿忘照顾情绪

我省成立“健康岛之家”公益组织

给癌症患者更多关爱

“抗癌战士”们以乐观精神和坚强毅力感染更多的人。图为癌症病
友们在表演节目。 海南省肿瘤医院供图

医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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