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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求证

如何才能更好地预防癌症？如何
才能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对此，海
南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海南省肿瘤
医院副院长余书勇表示，癌症的预防
和治疗，最重要的是做好三级预防。

“一级预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其中包括良好的饮食、休息、
个人嗜好等等。”余书勇表示，戒烟限
酒、适当饮食和运动，保持良好的心
态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级预防则是要做到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很多癌症如果能够
早期发现，其实是有很大几率可以

治愈的。但如果癌症发展到了中晚
期，治愈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余
书勇以高发的肺癌为例，如果能够
早期发现，很多肺癌是可以实现
10—20年不复发的，也就是达到了
临床治愈的效果。但遗憾的是，很
多人的癌症在发现时已经是中晚
期，几乎无法治愈。

余书勇指出，要做到早发现，定期
体检最为关键。“普通人群一年要保证
做一次体检，而高危人群，比如吸烟人
士、常年在马路上执勤的交警等是肺癌
的高危人群，应一年进行两次体检。”

三级预防是要做到确诊后的正
规治疗。“癌症患者千万不要相信偏
方，偏方的治疗只是一个偶发现象。”
余书勇介绍，如今，国内外对于癌症
治疗的方法和药物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随着靶向药、PD-1等抗癌药物的
出现，癌症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因此，他提醒，癌症患者一定要选择
正规医院接受正规治疗。

余书勇还指出，治疗结束后的管
理也十分重要。“癌症患者在治疗周
期结束后，还需要有一个正规的管理
过程。其中包括随访、复查、健康的

饮食指导等。”
“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级预防，我

们完全可以将癌症作为一种慢性病
来进行治疗和管理，不必谈癌色变。”
余书勇说。

做好三级预防

癌症也是一种慢性癌症也是一种慢性病病

购买有机食物是近年来的健康
新潮流。有媒体刊登调查结果：39%
的50-59岁受访者认为吃有机食物
可防癌，而在13-19岁人群中，这一
比例高达53%。有机食物究竟能不
能防癌？海南日报记者为此采访了
海南省肿瘤医院营养科医生李超。

“有机食物只是卫生标准高于普

通食物。”李超认为，从定义上看，“有
机食物”是指在栽种或培育过程中完
全没有使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除
草剂等非天然药物的食材，安全性较
高，可能会在某种微量营养素的含量
上与普通食物有差别，但由于食物并
不会因有机与否多出额外的抗癌物
质，所以并不能起到防癌效果。

“现在已经确定的具有一定防癌
效果的食物有大蒜、洋葱等。”李超表
示，大蒜可以抑制胃内产生硝胺的细
菌，减少亚硝胺的生成，预防胃癌。
然而，想要吃得健康，比起一味地追
求防癌食物，更重要是多吃蔬菜、杂
粮，尽量保持食物多样化，每天吃一
点坚果。

热点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王莹

随着医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治疗癌
症的药物和设备也越来越丰富，治疗效
果也越来越好。速锋刀、正电子发射断
层显像（PET-CT）、二代测序仪……
如今，在海南，先进的肿瘤诊治仪器和
设备陆续登场，为肿瘤患者提供更多的
诊治选择。

◆◆速锋刀：
10月26日，目前国际最新型、最

先进的第三代医用直线加速器——
速锋刀在海南省肿瘤医院正式投入
使用。这也是我省唯一一台速锋刀

设备。
据介绍，相对其它放疗设备，速

锋刀辐射小，对患者有很小的副作
用，并能很好地保护正常组织，且一
次可同时治疗多达5个肿瘤病灶。

◆ ◆ 正电 子 发 射 断 层 显 像
（PET-CT）：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
CT）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肿瘤诊
治设备。普通CT只有病灶达到一定
大小才能发现，而正电子发射断层显
像（PET-CT）扫描一次就能完成全
身排查，并在病变早期准确捕捉“目
标”，被誉为“查癌神器”。

◆◆二代测序仪：
据介绍，二代测序仪被称为精准

医疗的重要基石。海南省肿瘤医院
有关负责人介绍，相比一代测序仪单

个靶点依次测序，它能一次性快速获
取大量的基因信息数据，并对整个基
因组进行深层次测序，从而获得更准
确的基因信息。对肿瘤常规用药指
导、肿瘤治疗预后监测、肿瘤易感基
因检测等有重要意义。

除此，能做顶级医学影像检查又
能给病人舒适体验的海南第一台3.0
静音核磁、微创手术必不可少的全套
腔镜手术系统、开创海南精准无创肿
瘤治疗新时代的磁波刀……这些先
进的设备构成了肿瘤诊断、实验、治
疗等全领域、全天候、全方位的“作
战”体系。这些先进的设备，也让我
省更多肿瘤患者不再出岛求医。

肿瘤诊治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肿瘤患者提供更佳的诊治选择

●●肺癌：
长期的吸烟史，吸烟指数在20

年以上（吸烟的年数X每日吸烟的
包数）；

长期工作在粉尘颗粒较多的
工作环境中的人；

长期工作在密闭的工作环境
中的人；

有肺癌家族史的人。
●●胃癌：
经过确诊的经久不愈的胃溃

疡患者；
长期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胃镜检查发现不典型增生的

患者；
医生叮嘱要长期随访的患者。
●●食管癌：
来自食管癌的高发区的人；
有消化道癌家族史的人；
有上消化道病史和症状的人；
有慢性食管炎，胸骨后出现灼

烧感或针刺样微疼痛等症状的人；
喜欢吃烫的食物且进食快，喜

欢大量饮酒的人。
●●结直肠癌：
患有明显肠炎及肠息肉的患

者；
习惯高脂、低纤维素和低钙饮

食的人；
习惯长期摄入油炸食品的人；
习惯性或长期便秘者；
有结肠癌家族史的人。
●●肝癌：
长期大量饮酒者；
慢性乙肝患者；
肝硬化患者；
工作中需要长期接触化学剂

等有害物质的人群。
●●乳腺癌：
有癌症家族史的人；
到了育龄仍未育、未哺乳的人；
月经初潮早绝经晚的人；
长期服用雌激素替代治疗的人。

常见癌症的
高危因素

■ 本报记者 侯赛

常受批评的人爱得关节炎，癌
症与长时间的怨恨有关……据统计，
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病已达到200多
种，在所有患病人群中，70%以上都
和情绪有关。那么，生活中，该如何
拆解情绪“炸弹”，做情绪的主人呢？
就此，海南日报记者专访了海南省人
民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心
理卫生协会理事长康延海。

情绪与身体疾病密切相关

康延海指出，当人情绪变化
时，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
比如恐怖会让人瞳孔变大、口渴、
出汗、脸色发白；而情绪低落或过
度紧张时，人会越来越讨厌自己的
形象，觉得怎么穿、怎么梳妆都不
好看，还会发现头发爱出油、鼻翼
出油、心烦冒汗，甚至下体分泌物
异常或有味。

“不管是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
绪，长时间处在某种情绪中不能自
拔，就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康延
海表示，不同的情绪对应着不同的身

体疾病，比如恐惧、焦虑会导致腹部
疼痛；批评、内疚引发关节炎；经常愤
怒的人容易有口臭，还爱发生脓肿；
恐惧会引发晕车和痛经。

“胃肠道被认为是最能表达情
绪的器官，在所有的心身疾病中，胃

肠疾病是排名第一位的，比如胃溃
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全球约有10%
的人患过该病。”康延海说，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经验：一遇到紧张焦虑
的状况就会胃疼或腹泻，压力大的
时候根本吃不下饭。司机、警察、记

者、急诊科医生等患胃溃疡的比例
最大。

其次是皮肤。对很多人来说，紧
张时头皮发痒、烦躁时头皮屑增加、
睡不好狂掉头发，还有反复无常的荨
麻疹、湿疹、痤疮，都可能是长期不良
情绪带来的后果。

第三就是内分泌系统。女性的
卵巢、乳腺，男性的前列腺最容易受
到不良情绪的冲击。

康延海指出，大量临床医学研究
表明，小到感冒，大到冠心病和癌症，
都与情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充
满心理矛盾、压抑，经常感到不安全
和不愉快的人，免疫力低下，经常感
冒、一着急就喉咙痛；紧张的人则会
头痛、血压升高，容易引发心血管疾
病；经常忍气吞声的人得癌症的几率
是一般人的三倍。

学会“拆弹”三部曲

康延海指出，成为情绪的主人，
就是要接受情绪的多样性，允许它
们适时适地存在。不让情绪左右我
们的思想和行为，善用情绪的价值
和功能。

至于管理情绪的方法，就是要清
楚自己当时的感受，认清引发情绪的
理由，再找出适当的方法缓解或表达
情绪。

1.我现在有什么情绪？
情绪管理第一步就是要能察觉

我们的情绪，并且接纳我们的情
绪。只有当我们认清我们的情绪，
知道自己现在的感受，才有机会掌
握情绪。

2.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
我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难

过？我为什么觉得挫折无助？……
找出原因我们才知道这样的反应是
否正常，找出引发情绪的原因，我们
才能对症下药。

3.如何有效处理情绪？
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纾解自己的

情绪呢？平常当你心情不好的时
候，你会怎么处理？什么方法对你
是比较有效的呢？也许可以通过
深呼吸、肌肉松弛法、静坐冥想、运
动、到郊外走走、听音乐等来让心
情平静；也许可以大哭一场、找人
聊聊、涂鸦、用笔抒情等方式来宣
泄一下，或者换个乐观的想法来改
变心情。

情绪变化会引发多种身体疾病

管好小情绪 甩掉大麻烦

精神医学专家海口探讨
最新研究成果

本报讯（记者侯赛）10月26日－28日，海南
省医学会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2018年学术年会
在海口举行。

据了解，精神疾病是我国的常见疾病之一，患
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但就诊率、治疗率
低，是目前精神科医师面临的巨大挑战。

会上，海南日报记者获悉，2015年末海南省
的精神科医师有153人，实际开放精神科床位
4580张；至今年9月末精神科医师人数及精神科
床位已在此基础上增加30％以上，精神卫生服务
能力明显提升。

本次学术年会以“全面照护，让患者恢复更
好”为主题，邀请了多位国内精神医学知名专家进
行授课。会议全方位探讨了精神医学领域最新科
研成果以及临床经验，以促进省内外精神医学界
加强合作联系，互相取长补短，最大程度地惠及广
大患者。

本次年会由海南省医学会、精神医学专业委
员会主办，海南省安宁医院承办。我省300余名
医务工作者参加了本次年会。

海南省血液服务暨人体器官
捐献培训班举办

加强血液服务国际交流
本报讯（记者侯赛）10月27日，海南省红十

字会与海南省卫健委联合举办海南省血液服务暨
人体器官捐献培训班。培训班邀请了多位国际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授课，旨在借鉴国际先进理
念，进一步加强血液服务国际交流，服务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据了解，血液服务是全球性工作，迄今为止，
血液还没有替代品，必须依靠人工供血，因此，大
力推进无偿献血，是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话题。
而在海南，随着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不断深化，血液服务的国际交
流也将日益频繁和深化。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来自中国台湾、香港以及
新加坡等地的红十字会以及血液基金会负责人分
别介绍了各地输血服务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来自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器官捐献协
调员分享了人体遗体器官捐献的知识和经验。

来自国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本省相关专家
以及血液服务一线工作人员参加本次培训班。

海口孕妈T台走秀展才艺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唐小璇 文敏）

“大肚子孕妈妈也可以成为T台上惊艳的模特，她
们在台上很漂亮很自信。”10月28日上午，2018
孕妈T台秀决赛在海口百方购物中心举行。20
名孕妈通过T台走秀、才艺展示，最终评出10名
最佳孕妈和10名优秀奖。

2018孕妈T台秀吸引来自海南各地的近百
名孕妈报名参赛，经过初赛，最终20名孕妈晋级
28日的决赛。这场充满时尚潮流的秀场，让孕妈
妈完全沉浸在美的星河中。精致的妆容，惊艳的
着装，凹凸的身材，20名孕妈妈一出场便惊艳四
座。她们神采奕奕，伴随着音乐节奏踏着轻快的
脚步，凸显出独特的孕味儿。孕妈妈的精彩表现，
引得观众鼓掌、惊叹。

“带着宝宝一起走秀的感觉就是很奇特，他
（她）在我肚子里很兴奋。”参赛选手宋海恋说，她
希望能和宝宝一起见证自己最美的时刻。同时，
她也感谢主办方提供这样的平台，让她在当孕妈
妈期间可以留下一个美好回忆。

经过专家评审，吴金花等10名选手获评“十
佳孕妈”，林静等10名选手荣获优秀奖。据了解，

“十佳孕妈”将登上千人舞台，记录孕期的最美风
采，留下孕妈和宝宝的第一次合影，也为即将诞生
的宝宝留下爱的印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
孕妈独家定制胎教音乐盛典，用活力和动力迎接
新生命。

活动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个女人生命中最
美丽的时刻就是孕育宝宝的那些日子，特殊的时
期就需要特殊的照顾，举办此次活动旨在为孕妈
妈搭建一个展示孕期风采的舞台，并引导社会更
多地关注孕妈群体，切实为孕妈妈送去关爱，从而
让她们在孕期更美丽、更有幸福感，也让胎儿在良
好的情绪中健康成长。

本届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中源协和海
南省干细胞库、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联合举办，
妮可的家教育集团/儿童摄影、美赞臣营养品（中
国）有限公司协办。

10月28日，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因癌症离世的消息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近期继相声大师师胜杰、歌手臧
天朔等之后，又一名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名人。

日前，国家癌症中心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恶性肿瘤发
病和死亡分析报告（报告发布的数据庞大复杂，由全国肿瘤
登记中心收集汇总，一般会滞后3年，因此此次发布的是
2014年的全国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
被确诊为癌症，也就是说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其中
肺癌位列发病首位。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王莹

有机食物能防癌？
不能！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王莹

孕妈走秀现场。 陈望 摄

二代测序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