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是指健康体检的“专项体检项目（备选项目）”，主要针对不同年
龄、性别及有慢性病风险的人，进行专项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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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项目选择 你可以1+X

1.结合工作环境

长期久坐：加查颈椎、腰椎。考
虑颈腰椎的正侧位X线检查，结果
异常者，可考虑进一步做核磁共振。

工作环境噪音大：加强听力筛
查。

长期久站立：排除下肢静脉曲
张等下肢循环系统问题，考虑下肢
静脉彩超。

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排查心
脑血管疾病和甲状腺疾病，尤其是
已有高血压、高血脂者，加查颈动脉
彩超或冠脉CT，以及甲状腺B超。

长期在空气污染环境下工作的
人群，应重视肺功能和胸部低剂量
螺旋CT筛查。

1.一般检查：含体格
检查（身高、体重、腰围、
臀围、血压）；

初步判断血
压情况、是否肥胖
等，为相关科室的
诊断提供依据。

自费体检约占三成

据了解，通常所说的体检，就是体
检人通过化验或仪器等医学手段和方
法对身体进行检查，了解身体情况，对
疾病早期发现，排除健康隐患。一般
体检分为单位集体组织体检和个人自
费体检。

“从2014年开始，体检人数就开
始呈现递增的趋势了。”海南省人民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李士强医生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此前体检中心接待的体检
人数差不多每天十几名，随着人们健
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体检人数明显增
加。“主要表现在城市人群的经济状况
和受教育程度及全民健康教育等多方
面因素。随着人们体检意识的提高，
体检人群增长较快，特别是个人健康

意识提高使得自费体检人群增长明
显。”李士强称，目前省人民医院健康
管理中心每天接待单位体检人数约
100人至120人，自费体检人数大约
50人左右。

海南美年大健康省级医疗总监金
红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机构目前
自费体检人数约占3成。“自费体检人
群集中在40岁至60岁左右的城镇居
民，这个群体人数在上升，但并没有成
为体检人群的主力。”

“自费体检人群和单位体检人群，
其实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李士强称，
单位体检通常是根据单位费用、性别、
年龄比例、婚姻状况、职业有害因素以
及常见高发疾病等情况，针对大多数
人群做出的一些整体套餐，自费体检
人群会根据自身既往病史、自身生活
习惯等情况在和医生充分沟通后来选
定自己的体检项目，有针对性的定制
体检套餐。

个性化体检会提升有效率

据了解，单位体检通常是指普通
体检，频率是一年一查。

“每年的单位体检我们都会筛查
出一些重大疾病前兆，有些客户通过
体检抓住了救自己一命的机会。但是
每个体检的个体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为生活环境、饮食喜好、生活习惯、

心理健康状况甚至遗传因素等不同。
很多人了解到自身健康问题，常常个性
化地选择增加与自身相关的体检项目，
从而有针对性的体检。”李士强说道。

海南美年大健康提供的一份数
据显示：2019年7月份该单位接待体
检人群中，重大阳性案例发现率为
5.18%。“例如，我们接待的一位体检
人员胸部CT显示左肺小结节周围伴
少许斑点状模糊影，建议去大型医院
进一步检查，随后回访，患者在省人
民医院确诊为肺癌，将接受手术治
疗。”金红说。

“单位体检的套餐是体检机构针
对单位的经费，提供出的一些检查项
目。但如果要做到符合个人更精准的
体检需求，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增加
一些适合自己的项目。”李士强表示，
现在在单位体检项目基础上自费增加
项目的人也越来越多。

李士强提醒，自己增加的体检内容
不是单纯累加项目，“哪个贵选哪个”，
而是要根据个人既往史、家族病史、年
龄、性别、健康危险因素和经济状况等
综合分析，项目要体现针对性需求。

而一份“个性化体检单”的出炉，
前期要有4步：

首先要对自身情况有初步了解；
其次，大致了解各体检项目的意

义和作用；
第三，跟体检医生沟通了解自己

适合做什么样的检查；
第四，根据医生评估、建议，选择

检查项目。

体检后要做好健康管理

“首先要纠正一个认知，体检不单
单是为了查出病，而重要的是了解自
身健康状况，进行自身健康管理。如
果你感觉到哪里不舒服，应该尽快去
看病，而不是做体检。”李士强称，迈入
体检中心，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
其实只是完成了有效体检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后期是否能够针对体检结
果，对自己的健康进行管理，对疾病进
行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健
康意识比较强的人对自己的体检报告
特别在意，会找医生进行报告解读，听
取医生建议。而健康意识薄弱的人，
体检报告领回去就被丢到了一边，甚
至好多人都不来取，丢在医院不闻不
问。”李士强建议，单位体检人群需要
足够重视自己的体检报告，随时可以
到相关的体检机构找专业工作人员解
读体检报告，或者电话咨询。

“有些疾病有前兆风险，我们会
提出相应的建议，也希望体检者能够
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康，改变一些
不良的生活习惯，否则一些小病也有
可能被拖成大病。”李士强说。

体检到底有没有用？

有效体检才能有效体检才能getget““痛点痛点””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梁山）近
期，49岁的符先生在海南省肿瘤医院查
出晚期胃癌。符先生十分纳闷：为何年
年体检，都查不出癌症？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胃肠专家
余书勇教授介绍，单位体检一般都是常
规的身体检查。而肿瘤，尤其恶性肿瘤，
早期很会伪装并“隐匿”，往往没有任何
身体上的不适。一旦感受到异常时，肿
瘤便已开始“作恶”，且一般都是中晚期
以上。

类似符先生这样年年体检，最终却
没能查出癌症的事例非常多。因为很多
癌症都需要进行针对性的精度筛查，才
能较早发现其踪迹。

随着精准医疗技术的发展，余书勇
说，派特CT、肝癌三联检、胃肠镜等技
术，使很多癌症在“萌芽”期就能被发
现。

余书勇介绍，癌症的种类很多，病因
复杂，但其发病仍有一定规律。他建议，
有癌症家族史，也就是直系亲属患过癌

症；长期吸烟、饮酒；有肝炎、肺炎等慢性
病史；工作环境有辐射、长期接触石棉等
有害物质；身体常有莫名发热、疼痛、不
明原因消瘦等群体，都要定期进行癌症
预防性筛查。

恶性肿瘤最好的治疗“良方”就是早
筛查、早发现、早治疗。科学技术的发
展，使很多恶性肿瘤都可防可治，如消化
道肿瘤大多由慢性溃疡、息肉病变引发，
早做胃肠镜检查，在没有癌变前治疗，可
明显降低患癌风险，阻止癌变进程。

■ 本报记者 马珂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定期体检的意识已经明显提高。除了
成人体检，儿童甚至婴幼儿也应该定
期进行体检，以便及时监测孩子的成
长发育水平。儿童体检到底应该检查
些什么？是否像成人一样每年都要体
检？对此，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海南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
黄燕。

“对孩子而言，健康的标准并非简
单的不生病，还应符合其成长发育指
标，如不同年龄段的生长发育、智力水
平、心理状况等。”黄燕介绍，0至18
岁的孩子定期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可
以帮助家长及时发现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早干预。

婴幼儿的体检应该做哪些体检项
目？黄燕介绍，这个阶段，应定期监测
孩子身高、体重，了解孩子生长发育水
平、速度是否正常，通过生长曲线图观
察孩子生长发育是否在正常范围，同
时通过维生素的测定、钙营养的评估
等项目综合评估孩子的营养状况；通
过神经心理行为检查，可发现孩子神
经心理发育偏离或异常等，尽量避免
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的因素。

而对于刚入园入学的儿童，常有
注意力不集中、适应能力差等问题，因
此，黄燕建议除了常规体检项目外，还
应该加上注意力测试、感觉统合评估、
儿童气质评估等，帮助孩子更好地融
入集体学习生活。

黄燕提醒，学龄前期儿童应注重
营养方面的常见疾病，如缺铁性贫血、
生长发育迟缓等。另外，弱视、龋齿等
五官保健也是重点检查项目。

针对学龄期的儿童，则应注重检
查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预防屈光不
正、龋齿、缺铁性贫血、性早熟、生长
发育迟缓、脊柱侧弯、不良习惯等
等。青春期就要关注青春期性征发
育是否正常，有无提早或延迟，以及
预测将来身高是否达标，心理健康也
是检查重点。

孩子从多大开始就应体检？黄燕
表示，正常儿童在出生后28-30天，以
及3、6、8、12、18、24、30、36月龄都要
进行一次体检，3岁以后至少每年一次
体检。高危儿童根据个体情况，适当
增加体检次数。

“如果儿童出现发热、急性腹泻等
疾病时，应待疾病好转才进行体检。”
黄燕提醒道。

及时监测孩子成长发育

0-18岁孩子
应定期体检

年年体检年年体检
为何为何““检检””不出癌症不出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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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随着人们健康意
识的不断加强，体检
人群在逐步扩大，但
同时也有很多人产生
“体检到底有没有用”
“我到底该做哪些体
检项目”的困惑。

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了省内相关
体检机构，为您解析
如何才能做到有效体
检。

（以上仅为建议，具体检查项目应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咨询相应体检机构。）

按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发布的《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体检内容大致分成两类：“基础项目”和“个性化
项目”。也被称为“1+X”。

4.仪器检查：心电图、胸片、超声等。
超声能看肝、胆、胰、脾、双肾、甲状

腺、乳腺、妇科等状况（有无肿块、结石
等），以及评估血流血供、鉴别良恶性病
变等，都能看清楚。正位胸片能看清心、
肺、胸廓，射线少于CT。但就排查肺癌
而言，准确性较低。建议吸烟者、40岁
以上者，每年做一个肺部CT检查。

3.实验室检查：含血尿粪常规、
血脂血糖、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病
原微生物感染、宫颈刮片等。

血脂有4项，包括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高密度胆固醇、低密度
胆固醇。有些机构会建议检查“血
流变”，但不能替代查血脂。

2.医生查体：含普通内外科查体，
五官科检查，妇科检查（乳腺手诊）；

能发现常见内外科、五官科或妇
科等疾病的重要线索，或初步排除一
些常见疾病。如外科肛门指检、乳腺
手诊、甲状腺指诊是发现结直肠癌、乳
腺癌、甲状腺结节的有效方法之一。

“1”是必选或常规体检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4.结合过往疾病史或家族疾病史

过往已发现风湿性疾病者，要做风
湿3项。

胃、十二指肠溃疡者，每年要做一
次胃镜，旨在排查胃癌。

结肠息肉患者每年做一次肠镜。
旨在排查结直肠癌。

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
者，或偶有胸闷、心悸者，或有心脑血管
病家族史者，每年要做心功能、心脏彩
超、颈动脉彩超（40 岁后加做冠脉
CT），排除心、脑血管疾病。

有食道、胃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人，
要加强胃肠镜检查。

有肺癌家族史，要加强胸部低剂量
螺旋CT检查。

有乳腺癌家族史者，＜40岁时，每
年做一次乳腺超声检查；≥40岁，每年
做一次乳腺超声检查，1—2年做一次
乳腺钼靶检查。

3.结合生活方式

喜欢吃海鲜、居住沿海地区者，
每年做一次甲状腺B超。

经常在外应酬吃饭、嗜酒、老觉
着胃部有不适感的人，增加幽门螺
旋杆菌检查和胃肠镜。一般，今年
做胃镜，明年做肠镜，两者交复、以
此类推。

吸烟者，应考虑检查每年一次
的胸部低剂量螺旋CT、肺功能、颈动
脉超声等。

2.结合性别和年龄因素

30岁以上男性，检查激素水平。
40岁以上男性，可加选前列腺

超声和肿瘤标记物PSA等项目。
已婚女性不论年龄，每年要做

一次人乳头状瘤病毒检测（HPV）、
液基细胞学检测（TCT）、卵巢和子
宫附件超声、乳腺彩超。

未婚女性每年做一次乳腺超
声，并检查激素水平。50岁以上女
性要针对更年期，加做骨密度、乳腺
钼靶等检查，还要筛查妇科肿瘤标
志物。

40岁后，无论男女、抽烟与否，
建议每年做一次胸部低剂量螺旋
CT，排查肺癌。

50岁以上，无论男女，建议全面
筛查肿瘤标志物、颈动脉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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