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肿瘤的发病机制至今尚不
明确，专家们结合临床经验，给
出了一些预防建议：

1.多吃含纤维素多的蔬菜
水果，以保持大便通畅，减少粪
便中致癌物与结肠黏膜的接触
时间。

2.减少食物中的脂肪和动
物蛋白的摄入。

3.吃大蒜。大蒜中的蒜氨
酸酶有抗癌功效。将大蒜切开
后在空气中超过10分钟，蒜氨
酸酶发挥的作用会更显著。

4.补钙。每天补充足够的
钙可以抑制结肠息肉的成长，
预防结肠癌。

5.喝脱咖啡因的咖啡。每
天一到两杯可使直肠癌发生率
明显降低。同时，还可以减肥。

6.晒太阳。维生素D可预
防包括淋巴瘤、乳腺癌以及结
肠癌等在内的多种癌症的发病

率，但皮肤中的维生素 D 需要
紫外线照射才能发挥抗癌威
力，所以最好每天晒 10~15 分
钟太阳。

7.每天活动身体30分钟以
上。研究发现，工作时活动量
大的人患结肠癌的可能性比坐
着办公的人低40％~50％。

8.出现便秘应及时治疗。
9.年过 50 岁，每年进行结

肠镜检查。
10.基因检查。如果家族

有癌症史，最好去医院做基因
检查，以便提早发现癌症隐患。

11.戒烟。香烟所过之处，
包括口腔、咽喉、食道都会埋下
癌变的种子。

12.积极治疗癌前病变对
阻断大肠癌也很有效。绝大多
数大肠癌从良性腺瘤发展而
来，良性腺瘤经过合理处理，如
肠镜切除等，可实现完全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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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实事 医院出成果 百姓得实惠

郑州市2017年“大肠癌筛查”项目启动
核心提示│2017年7月12日，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肖晓琳，被爆因患直肠癌不幸离世，终年55岁；2007年6月29日，中国台湾著名导演杨德

昌因结肠癌在美国病逝，享年60岁……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很多结直肠癌患者在被确诊之前基本没明显症状，当身体报警时，已经到了晚期。
“大肠癌又名结直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郑州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曾宝珠说，大肠癌的确可怕，它的隐秘性让所有医生胆战心惊！ 但是，

大肠癌是可以预防的！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论证，2016年，郑州市政府将“中西医结合大肠癌筛查”列入当年的“十件实事”中，出资1000万元，免费为郑州市民筛查大肠

癌。2017年，郑州市政府再度出资，持续开展该项目，让更多市民受益。目前，2017年“中西医结合大肠癌筛查”已经全面展开，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参
加初筛。初筛的疑似患者将由医院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前往郑州市中医院或市三院进行免费肠镜复筛。

拿到文件时，记者看到
了“中西医结合大肠癌筛查”
几个字，这是以往的筛查项
目中没出现的。项目承办单
位郑州市中医院和市三院，
都是中西医结合。为什么要
采用中西医结合？怎么结
合？带着疑问，记者前往郑
州市中医院一探究竟。

“我们1995年就建立了
肿瘤科，在肿瘤治疗方面积
累了很多经验。这次筛查项
目之所以能顺利中标，政府
恰恰是看中了这一点。”郑州
市中医院院长刘宝琴说，在
调查问卷的设计上，该院除
了让市民填写基本信息、家
族史、疾病史，自检相关症状
外，还增加了中医体质辨识
问卷，复筛项目除了进一步

的化验、肠镜检查，还有中医
经络检测。“增加这些中医项
目，旨在研究大肠癌高危人
群的体质分布规律，一方面
可以提示相同体质的人早预
防，另一方面可以用中医早
干预，通过调理改变体质，降
低患病、发病几率。”

中医院中标联合筛查项
目，这在行业中不多见。作
为项目的主办者，他们是怎
么考虑的？

“大肠癌筛查工作作为
一项新的卫生计生工作任
务，领导重视，市民关注。为
了把这项惠民工程抓好抓
实，我们聚才引智，高端设
计，学习借鉴，突出特色。学
习先进经验，完善工作流程，
努力做到突出‘郑州特色、中

医特长’，积极探索有‘郑州
特色’的中西医结直肠癌筛
查干预模式。”郑州市卫计委
主任付桂荣说。

“目前国际上对肿瘤治
疗趋于标准化，常用的化疗
药物和剂量在杀灭肿瘤细胞
的同时，其毒副反应对人的
身体伤害也很大。对于身体
特别虚弱的肿瘤患者，我们
采用局部微创治疗的方法，
减少化疗药物毒副反应，提
高了疗效，同时用中药调理
体质，从根本上提高患者的
正气，提升免疫力，让肿瘤患
者生存质量提高，生存期延
长。早期肿瘤患者能够回归
家庭、回归社会，肿瘤的治疗
才更有意义。”郑州市中医院
肿瘤科主任曾宝珠说。

7月 27日上午，郑州市
中医院门诊大厅内，几名市
民正在结直肠癌筛查咨询点
前咨询。

“去年大肠癌免费筛查
时，我带孙子太忙，没赶上。
这次，我可不能再错过了。”
55岁的王女士一边说，一边
拿着表格认真填写起来。

“初步筛查主要是填写
问卷和粪便潜血试验，有评
估软件对患者信息进行系统
评估。”郑州市中医院外联办
主任李芳说，该项目由郑州
市卫计委牵头，郑州市中医
院和市三院承办，初筛点除
了两家医院外，郑州市六区
六县也设有定点筛查医疗机
构。就郑州市中医院来说，
文化宫路院区和汝河路院区

均在门诊处设置有筛查点。
哪些人可以参加免费筛

查？李芳说，未参加过2016
年该项目筛查的40~69岁郑
州户籍常住居民，无其他严
重疾病，自愿参加并能接受
检查者均可参与。经过今年
初筛后检测出的高危人群，
与 2016年肠镜筛查出的高
危人群可进入复筛。前来检
查只需带身份证就可以了。

数字显示，去年，郑州市
共有3万多名市民参与筛查，
检测出结直肠癌患者12例，
结肠息肉等癌前病变300余
例，结肠溃疡20余例，肠道炎
症30余例，其他病变50余例。

“对于筛查结果为阴性
的高危人群，主要是提醒其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定

期进行体检；被确诊的患者，
由于均处于癌症早期，及早
进行手术治疗，很快就可恢
复正常生活。”曾宝珠说，这
个筛查项目让很多平时未发
现疾病的人群早诊断、早治
疗，不仅大大提高了患者的
长期存活率，而且降低了发
病率和死亡率。

通过总结 2016 年度筛
查报告发现，大肠癌高危人
群的体质主要有血瘀质和阳
虚质。从中医角度讲，瘀则
不通，不通则堵，堵则凝；阳
虚则寒，寒则凝。这与郑州
市中医院肿瘤科日常工作中
总结出的肿瘤易感体质种类
相似。因此，这两类体质的
人群通过中医药调理改善体
质，是预防肿瘤的重要措施。

大肠癌是当今世界最常
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
国，已成为男性第二、女性第
三的高发恶性肿瘤，且发病
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对于老百姓的健康问
题，政府一直比较关注，比如
郑州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白内
障免费手术，女性的两癌筛

查等。”郑州市卫生计生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许迎喜说，最
近几年，临床医生发现，结直
肠癌发病率日渐上升，但大
多数老百姓并不重视，很多
患者被确诊时，已经到了晚
期。而手术不仅给病人带来
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了负担。基于此，郑州市卫

计委向市政府递交了建议开
展“结直肠癌筛查”的报告。
经过研究，郑州市政府2016
年将结直肠癌筛查纳入了郑
州市“十大实事”当中。

许迎喜介绍，去年该项
目刚开始实施时，他们还担
心老百姓认识不够，积极性
可能不高。然而，随着筛查

曾宝珠介绍，结直肠癌的发
生和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外界不
良刺激等都有关系。

“研究证明，在各种环境因素
中，以饮食因素最重要。”曾宝珠
说，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与食物中
的高脂肪消耗量有正相关系。另
外也可能与微量元素缺乏有关。

曾宝珠说，结直肠癌隐匿性
很高，结直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
临床上很多患者出现明确症状
时，已进入中晚期。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这一过
去专属于中老年人的癌症，已悄
悄“盯”上了30多岁的年轻人。

因此，她特别提醒，如果突然
出现以下症状一定要多留心，尽
早去医院做筛查：不明原因的大
便习惯改变，主要为大便次数增
加，极少数为便秘；大便有时稀→
带少量黏液→夹血或隐血，是结
肠癌由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征兆；
腹胀、腹痛，这是升结肠、横结肠
（右侧结肠癌）的信号。

从临床症状上看，结直肠癌
与痔疮有个别相似之处，那么，怎

么区分二者呢？
曾宝珠说，痔疮能发生在任

何年龄的人身上，而大肠癌多数
是发生在中年人的身上。由于
40~60岁的人群都是易发人群，
如果您是属于这个年龄段内，而
且发现大便出血，就要及时检查，
排除大肠癌。

同时，痔疮患者便血颜色鲜
红，与粪便不相混合，而大肠癌患
者便血颜色较暗，多混在大便中。

临床实践已证实，下面六类
人是结直肠癌的高发人群，一定
要做好定期体检：

1.30岁至40岁以上有消化道
症状者（尤其是便血、大便频数、
黏液便及腹痛者）；

2.大肠癌高发区，主要是大城
市内的中老年人；

3.有大肠癌癌前病变者，如大
肠腺瘤、溃疡性结肠炎、血吸虫病
者；

4.有大肠癌家族史、家族性息
肉病史以及遗传性结肠病者；

5.有盆腔放疗史者；
6.有胆囊或阑尾切除史者。

小知识 | 怎样预防大肠癌？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程旭阳 通讯员 路瑞娜 文图

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居民尤
其是高危人群逐渐认识到，只有
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有效避免罹
患结直肠癌的最优路径。项目结
束后，各个筛查点还不断有人咨
询，希望能参加筛查。

在许迎喜看来，通过这个项
目，政府、医院和百姓均有收获。

第一，政府做了实事——投
资1000多万元为市民做高发疾
病的筛查，把“心系民生”的责任
具体落到实处，获得了市民的肯
定。

第二，医疗系统出成果——
两个承办医院积极申请科研，获

批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
瘤康复郑州基地，还获得了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科协联合
颁发的河南省科普成果三等奖。

第三，人民群众得实惠——
数万人得到了结直肠癌的健康检
查，了解了相关防治知识，筛查出
的高危人群及时得到了治疗，恢
复了健康。

“因为项目受欢迎，所以我们
今年延续，而这个项目要想出成
果，我想最起码要三到四年，需要
连续数据统计作支撑。”许迎喜
说，希望明年这个筛查项目还会
继续开展。

惠民项目 政府出资，为百姓健康买单

万人工程 2017中西医结合大肠癌筛查正式启动

有益探索 筛查首次使用“中西医结合”
专家提醒
结直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中年人更需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