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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癌症患者，到医院检
查时，已经是癌症晚期，错过
宝贵的治疗时间，非常可惜。
河南省中医院肿瘤生物治疗
中心主任程志主任医师说，其
实在癌症早期，肿瘤已经在不
停地发出警告，很多人却对它
视而不见。

程志说，若身体出现以下
异常，需及早就医检查：不明
原因的长期发热、贫血等；皮
肤、乳腺、甲状腺、颈部、骨骼
或其他部位可触及的硬结或
硬变；黑痣或疣(赘瘤)发生明
显变化；吞咽时食管内有异物
感、进食噎塞感或上腹部不规
则疼痛及持续性消化不正常；
长久的舌象改变及原因不明
的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持续

性的声音嘶哑、干咳、痰中带
血或体检时发现肺部肿块阴
影；鼻咽分泌物带血、听力减
退、耳鸣、头痛；原因不明的无
痛性血尿；原因不明的黑色大
便、大便带血或腹泻便秘交
替；月经血量过多，经期外或
绝经后不规则的阴道出血。

“除了这些，还应定期进
行防癌体检，40岁以上人群
每年体检可大大提高肿瘤早
期发现率。”程志建议，体检时
可请医生制订个体化的防癌
体检方案，将肿瘤标志物等相
关检查纳入其中。肿瘤高危
人群肿瘤标志物等相关检查
要提前到35岁。

线索提供 王晓凡 马晓东

宅男宅女，易患癌症？！
经常运动者免疫机能较好，这是抗癌的第一道防线

核心提示 | 《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结果显示，中国2015年有429.2万例癌症新发病例和
281.4万例癌症死亡病例，相当于每一分钟，全国就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有5人死于癌症。
除了烟、酒、不良饮食、肥胖之外，“宅”在家缺乏运动，也是导致癌症发生的元凶。

约有30%的癌症源自五种
主要行为和饮食危险因素：高体
重指数、果蔬摄入量低、缺乏运
动、吸烟及饮酒。肥胖、缺乏锻
炼、摄入过量酒精均是癌症发病
的风险因素。

“宅”在家缺乏运动为什么
会引起癌症呢？河南省肿瘤医
院肿瘤内科副主任陈小兵主任
医师说，经常运动者免疫机能较
好，这是抗癌的第一道防线，经
常运动者得大肠癌的机会也会
降低。运动还能改善人的情绪，

消除忧眠和烦恼，在心理上减轻
人体免疫系统的压力。临床资
料表明，癌症患者大多是有情绪
忧郁或受到精神创伤的。

“国外著名运动医学专家对
40岁以上坚持运动的人和不运
动的人各650名进行跟踪调查8
年后发现，长期坚持运动者比不
运动者患癌率少90%。”陈小兵
说，这里指的是长期的有氧运
动。太过剧烈的运动会释放大
量的自由基，反而降低免疫力。

“快走、慢跑、骑脚踏车、游

泳等较温和的运动，长期坚持下
来，可以降低体内的胆固醇和脂
肪，减少体重，更能够强化免疫
力，防癌抗老。”陈小兵说，理想
的温和运动是每周三次，每次至
少30分钟，或是每周四次，每次
至少20分钟的有氧运动，只要到
健身房轻松快走或慢跑，很容易
达到，重要的是持之以恒。

陈小兵提醒，癌症是一种慢
性病，应该通过均衡膳食、戒烟
限酒、适时筛查、规范诊疗、快乐
生活等，对癌症进行有效防治。

缺乏运动容易致癌

癌症预警信号需注意

甲状腺癌联合根治术（甲
状腺全切+颈淋巴结清扫），是
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孙永强的
拿手好戏。今年初，他为一名
不满6岁，病情复杂的浙江小患
者做了这项手术，从而创下了
医院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年龄最
小纪录。

当时，孩子的父母慕名找
到孙永强。收治入院后，孙永
强为孩子做了全面检查，发现
他患有甲状腺乳头状癌，伴颈
部淋巴结转移。患儿在2岁多
时曾做过先天性心脏病手术，4
岁多时又做了双侧腹股沟疝的
修补术，还患有乙肝，入院时肝
功能差，病情十分复杂。

根据患儿情况，孙永强先
后请消化内科、儿科会诊，综合
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决定先进
行保肝治疗，等肝功能恢复正
常再做手术。

由于患儿年龄小，发育不
成熟，各脏器都远比成人小，手
术难度很高，手术中极易损伤
喉返神经、甲状旁腺，导致声音
嘶哑，低钙、抽搐等并发症。

经过10天的保肝治疗，患
儿肝功能降到了正常范围。接
下来，孙永强为他做了甲状腺
癌联合根治术。术中运用负显

影技术及神经检测系统，完美
保留甲状旁腺及喉返神经，手
术非常成功，切口一期愈合很
好，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术
后，孙永强叮嘱他们定期复查，
坚持服用优甲乐维持甲状腺功
能。前不久，患儿复查了颈部彩
超以及甲状腺功能，一切正常。

对于甲状腺良性肿瘤，郑
州三院在郑州市率先开展了甲
状腺肿瘤射频、微波消融治
疗。孙永强说：“外科手术治疗
仍是目前甲状腺良性结节、甲
状腺微小癌及颈部转移性淋巴
结首选治疗方法。借助影像技
术引导的射频、微波治疗具有
损伤小、恢复较快、重复性较好
且不影响美观等特点，可以作
为部分甲状腺良性结节、甲状
腺微小癌及颈部转移性淋巴结
非外科手术治疗的替代方法之
一。这种微创治疗方式无切
口，对患者的损伤极小，直径
0.5~5厘米的结节基本可以通
过这种手段解决，并可最大
程度保留甲状腺功能。”据悉，
手术采用局部麻醉，患者可以
在清醒状态下看到医生的视频
操作图像，对于单发的结节，20
分钟即可完成手术。目前该科
完成例数居省内医院前列。

“在我眼里，根除与重建同等重要”
——访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孙永强
核心提示 孙永强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腻，无论是乳腺切除手术，还是甲状腺癌根除术，追求外观及治疗效果一直是他的目标，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也为他的追求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郑州市率先开展甲状腺射频、微波消融治疗；在乳腺癌根治术的同时，进行乳房重建；乳腺良性肿瘤的微创旋
切，几乎不留切口……乘着医院整合肿瘤医学优势资源、发挥技术、人力优势、规范诊疗服务的东风，2012年成立的甲状腺乳腺科，迎来了快速发展
的机遇，成为拥有40张床位、结构合理的专业团队，特色优势明显的临床专业科室，在患者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记者 魏浩

对于不幸罹患乳腺癌，又不
得不施行乳腺切除术的女性来
说，乳房是她们心中无可奈何的
痛。现代肿瘤治疗的原则，是在
根治的同时注重保存和改善患者
的生存质量，反映在乳腺癌的治
疗上，就是手术切除范围趋向缩
小。保乳手术则具有创伤小、痛
苦小的特点，它在保留乳房外形
完整性的同时，又兼顾了术后的
功能恢复，配合术后综合治疗，疗
效可以和乳癌根治术相媲美。

不适合保乳或保乳失败的乳
腺癌患者，可以选择乳房重建。
因为乳腺肿瘤患者在已经接受或
将要接受的外科治疗中，往往遗
留乳房的部分或全部缺损，给患
者形体及心理造成巨大创伤。另
外，对于良性乳腺肿瘤患者也同
样会遇到乳房部分甚至全部切除
的苦恼，这些烦恼可通过乳房再
造解决问题。一般来说，乳房再
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健康状况
允许均可以作乳房再造。乳房再
造的方法主要包括假体置入、自
体组织移植以及自体组织联合假
体移植3种方法。

目前，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孙永强开展
了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乳房重建
术，以及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

“在市级医院中，乳房重建术我们
也是较早开展的”，乳腺癌根治术
和乳房重建术一次完成，在切除
乳腺的同时，为患者植入假体或
者自体组织，重建乳房，患者乳房
在术后保持了与术前外观上的一
致，使她们的心理伤害降到最
低。这些新技术的开展，进一步
提升了学科水平，扩大了学科影
响力。

郑州三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对
乳腺良性肿瘤开展了肿瘤微创治
疗。乳腺纤维瘤是比较常见的乳
腺良性肿瘤，好发于20~39岁的
育龄女性。乳腺肿瘤微创旋切术
是目前国际上领先的微创新技
术。这种通过切口远离乳房部位

的特殊方法，由于减少了手术疤
痕而广受年轻女性患者的欢迎。
该手术只需要做一个3毫米左右
的微切口，通过小口经“皮下隧
道”将旋切针“延伸”到腺瘤处，在
高频彩色超声引导下，确定病变
部位，将旋转针顶端的刀片贴附
在病灶上，逐层切割，并通过负压
吸引，将腺瘤组织随旋切针吸出
体外。整个手术过程显示在电脑
屏幕上，患者无痛苦，皮肤切口无
明显疤痕，一般30分钟即可完
成，此外还可以对可疑隐蔽性病
灶等进行准确的立体定位活检，
增强了病理诊断的可靠性和全面
性，对乳腺疾病的临床诊治具有
极大的指导作用。

妙手生花，留着美丽还你健康A 精益求精，祛除疾病保留功能B

□记者 林辉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市场服务

我单位长期对外发放加工电子
产品，纯手工制作，货源长期稳定，
免费提供原料，技术，不收取任何费
用。现金结算，组织者月收入可观，
签订长期法律合同，欢迎实地考察，
洽谈，凡接产者可报销路费。

合作共赢

0379-63918393（陈工） 18238865098（固话）
洛阳火车站乘28路车到中州中路口南下车即到（广建大厦1201室）

商丘市东方路韵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账户名称：商
丘市东方路韵公路工程有限公
司，核准号：L4910000866301，
法定代表人：刘祖祥，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郑市薛店分理处，账号：
16016001040003246，账户性
质：非临时机构临时存款账户，
开户日期：2013年4月7日，已
作废，特此声明。

公告
河南宝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来风妃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联系
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仲裁字【2014】141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郑州高新区
国槐街8号火炬大厦A座3001，电话67981776），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
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特此公告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郑州呀可宁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顾瑛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联系你
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开劳仲裁字【2015】300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郑州高新区
国槐街8号火炬大厦A座3001，电话67981776），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
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特此公告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剑南红红典装白酒诚招各地、市、县区域代理商
公司提供无风险政策支持，保证您的效益

1、公司有整套严格的防假系统，防止假货和串货的现象出现
2、公司免费提供专业培训，讲师现场培训店员、店长及代理商，
另有督导培训店铺人员销售技巧、陈列知识等。
3、各个阶段公司提供相应激励政策，刺激消费者积极性。
4、公司提供定量画册、新品手册、搭配手册及招商手册。
5、无风险、不压货，月收入高、利润丰厚
代理本产品门槛低有烟酒门店即可
客服热线：400-805-3196 招商电话：0391-6045151
招商经理：牛欢 公司网址：www.hnsyfs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