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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讲座

为百姓健康买单，大肠癌免费筛查
核心提示 | 大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且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关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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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病变50余例。正在进行的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大肠癌免费
筛查活动得到市民的广泛关注，出现便血、肛门疼痛、肿物脱出、便秘等高危症状，市民可拨打大河健康热线：
0371-65795660申请免费检查。

大肠癌筛查，宜早不宜晚
上周末，记者来到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几
名市民正在大肠癌免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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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可不
能再错过了。”55岁的
王女士边说边拿着表
格填写。记者了解到，
初步筛查主要是填写

早期症状不明显，年轻人也需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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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佃温教授强调：大肠癌
隐匿性高，临床上很多患者出
现明确症状时，已进入中晚期。
而且这一过去专属于中老年人
的疾病，已悄悄“盯”上了30多
岁的年轻人。因此当出现如下

症状，一定要早检查早治疗。
1.排便习惯改变。比如之

前排便很规律，但最近拉肚子
或便秘的情况却十分频繁。

2.便秘。若是在靠近肛门
的位置发生癌症，那么肠道会
变得狭窄，粪便不易通过，就导
致粪便变细或便秘。且一次不
能完全排净，总是感觉想排又
排不干净。

3.腹泻。常常水性粪便中

还混杂着血液，排便后还有粪
便残留的感觉。

4.肛门疼痛或瘙痒。可能
是肿瘤细胞刺激神经末梢所引
起的症状。

5.肛门肿物脱出。指肛缘
有肿物隆起或直肠内肿物脱出
肛门外。

6.大便带血。大肠癌早期
的首要症状，常表现为大便表
面带血，颜色鲜红或暗红。

刘佃温
主 任 医
师，教授，
硕士生导
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
特聘专家，中华中医药学
会肛肠分会副会长，河南
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
委员，曾荣获“全国中医
肛肠学科名专家”“河南
省优秀青年科技专家”

“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

专家
推荐

注：郑州丰益肛肠医院
是医保、新农合定点医院，
市民就诊时请携带相关证
件，医院地址：郑州市嵩山
路与陇海路交叉口向北
100米

正值学生开学季，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接检了
一位学生。19岁男孩子，身高
约180厘米，体重70多公斤，本
应是气宇轩昂活力十足的状
态，但他却是浑身瘫软被同学
们搀着来到检验科抽血检查电
解质。经过检查发现血液中的
钾离子浓度仅2.7mmol/L，检
测结果已接近危急值范畴。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消
化科医生杨雅阁了解到，该学
生并无患慢性病，但他进行高
强度运动后大量出汗，空腹狂
喝了好几瓶高糖饮料后便上床

休息，睡了两个多小时醒来后，
竟发现自己四肢瘫软下不了
床。

“导致这种状态的主要原
因是他在短时间豪饮含糖饮
料，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血液
中钾离子快速游离出血管外，
引发低钾血症，表现就是神经
和肌肉的功能障碍，引起肌肉
无力造成四肢瘫软。”杨雅阁介
绍，近几年医院接收到这样患
上低钾血症的年轻病人越来越
多，尤其是年龄在18至３0岁
之间的爱运动的年轻男士。由
于年轻人运动强度大，剧烈运

动后又频繁喝饮料，导致出汗
多、尿量多，身体排出过多钾离
子而导致低血钾症，可出现腹
胀、恶心、四肢无力等症状。

据悉，低钾血症临床表现
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细胞内外缺
钾的程度及缺钾发生的速度，
急性低钾血症状比相同水平缺
钾的慢性低钾血症严重。后果
轻则影响身体健康，重则危及
生命。

杨雅阁就此建议：首先是
重在预防，消除病因，积极治疗
原发病。补钾遵循见尿补钾，
最好口服，控制剂量和速度。

为了不出现血钾低，平时饮食
不过分节食和暴饮暴食，维持
身体健康。不宜过多吃高糖食
物防止钾的丢失。日常多食含
钾高的食物、水果和蔬菜、坚
果，如海藻、胡萝卜、香蕉、山
药、牛肉等。

另外，尤其值得年轻人注
意的是，要少喝高糖饮料，特别
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中的蔗
糖、果糖、咖啡因等高热量物
质，是引起低钾血症的罪魁祸
首。

线索提供 王桢 肖婧菁

四肢瘫软下不了床 竟因几瓶高糖饮料
□记者 林辉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从三岁小朋友到八九十岁
耄耋老人，这漫长一生，谁没有
患过牙疼呢?正因为牙疼太平常
了,平常到我们认为它是小病甚
至不算病,往往忽视了它,以至
于一误再误,最终只有拔除。随
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大家对牙齿健康越来越重
视了，但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
会出现一些误判，往往简单地认
为牙疼就是上火了，吃些清热泻
火药暂时不疼也就万事大吉
了。小小牙齿，结构复杂；关乎
消化，作用挺大；影响美观、发音
和说话。

为让大家了解常见牙齿疼
痛原因、治疗方法及保健知识，
河南省中医院举办“牙疼不是
病，究竟该怎么治”公益健康讲
座，由河南省中医院口腔科主任
医师刘爱群主讲。

讲座内容：1.牙痛不是病，
只是一个症状；2.牙痛不是病，
为什么痛起来要命？3.牙痛有
哪些原因引起？4.牙痛的治疗；
5.牙痛的预防。

时间：9 月 15 日下午 3：
30～5：30

地点：河南省中医院2号病
房楼1楼会议室

“牙疼不是病”，
究竟该怎么治？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璐

高血压病是常见病多发病
之一,也是引起中风、冠心病和
肾功能衰竭的重要因素。为了
控制血压,很多患者只知大量服
用降压药。其实,除服用药物之
外，还有一些非药物治疗方式，
长期坚持将会受益无穷。

据介绍，高血压病的非药物
疗法是以限制钠盐摄入、控制饮
酒、运动、减轻体重、精神和肌肉
的松弛疗法等方法治疗高血压
病的一种疗法，适应于各型高血
压病人，尤其是对轻型高血压病
人，同时也是药物疗法的基础疗
法。

本周四下午，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将举行“高血压
的非药物治疗”的健康讲座，届
时将由心内科一病区胡宇才博
士主讲，欢迎前往参加。

内容：1.高血压非药物治疗
的意义。2.高血压非药物治疗
的目标。3.高血压非药物治疗
的手段。

时间：9月14日（周四）15:
30～16:30。

地点：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新门诊楼二楼A区慢
病宣教大厅。

非药物治疗
高血压

□记者 魏浩

听说过肝、
肾、心脏等器官
移植，听说过粪
菌移植吗？没
错，这不是天方
夜 谭 。 今 年 8
月，在郑州大学
第五附属医院，

“粪菌移植”治好
了 60 岁刘先生
严重腹泻。这是
我省完成的第一
位粪菌移植患
者。

专家说，目
前“粪菌移植”能
治疗顽固性腹
泻、长期抗生素
使用后导致的腹
泻、炎症性肠病
等，未来，粪菌移
植还可治疗高血
压、糖尿病等代
谢性疾病。

“粪菌”能治病？河南完成首例粪菌移植
□记者 李晓敏

◆粪菌移植，治好了60岁老人的顽固腹泻

60岁的刘先生3年前被确诊
为尿毒症患者，之后靠透析生活。
今年6月，刘先生又发生了严重的
腹、主动脉夹层，紧急进行手术后，
命保住了，但肺部出现了感染。

为控制感染，刘先生接受了多
品种、长疗程（1个月）、高级别的抗
生素治疗，肺部感染控制住了，可又
出现了严重的腹痛、腹泻症状。各
种控制腹泻的药物、方法轮番上场，

但刘先生仍然每天大便20余次，血
水样便，极度衰弱。

今年8月，在郑州大学第五附
属医院，该院消化内科一病区主任
于泳想到了“粪菌移植”。于泳说，
粪菌移植是一种新的“生物疗法”，
它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
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重建新的肠
道菌群，实现肠道及肠道外疾病的
治疗。征得患者同意后，于泳从中

华粪菌库申请了几份粪菌，对刘先
生进行治疗。“这个粪菌是从健康人
身上获得新鲜的样品，经过过滤、筛
选、纯化等手段，获得安全、有效、质
量可靠的‘粪菌悬液’，通过鼻-空
肠管或留置盲肠导管，接种到患者
的肠道内，从而重建患者肠道微生
态平衡，达到治疗目的。”于泳说，经
过4次治疗，刘先生顽固的腹泻终
于被控制住了,今年8月底出院。

为什么粪菌能治病？于泳说，
这首先要从人体内的菌群来说。正
常人的肠道内，有三四百种细菌，这
些细菌和平共处时，人体处于健康
状态，一旦出现失衡，人体就会出现
改变，最常见的病态改变就是腹泻，
其他改变，比如肥胖、高血压等，也
和菌群失调有关。目前，粪菌移植
可以治疗顽固性腹泻，尤其是长期
使用抗生素后导致的腹泻，还有就

是炎症性肠病等。
此外，他介绍，目前国内一些医

学机构研究表明，粪菌移植对高血
压、糖尿病等代谢类疾病也有显著
疗效，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试验。

于泳说，在人体不同年龄段，肠
道内的菌群也有不同，胎儿在妈妈
体内时，肠道内的菌群是0，但随着
他来到这个人世，开始接触妈妈产
道或者喝第一口水、吃第一口奶，菌

群就开始进驻，到孩子1岁以后，肠
道内的菌群开始趋向于成人，等孩
子3岁的时候，肠道内的菌群种类
已经完全和成人一样了。“现在过敏
的孩子越来越多，和孩子成长环境
过分干净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
他建议，对于孩子来说，适当地接触
细菌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在孩子
接触外界的时候，也是在接触抗原，
进而增强抵抗力的时候。

◆未来，它有望治疗高血压、糖尿病

普查问卷、做粪便潜血
试验及肛肠镜检查，对
检查结果呈现阳性的患
者，再进一步进行电子
肠镜及病理检查等项
目。哪些人可以参加免
费筛查？该医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持有郑州户
籍及常住居民，均可参
与，前来检查只需带身
份证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