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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大肠癌高发
早诊早治刻不容缓

自2016年起，郑州市政府
连续三年将大肠癌筛查列入民
办“十件实事”。据2017年河
南省肿瘤登记年报及郑州市居
民死亡原因分析报告显示，大
肠癌发病率及死亡率仍位居前
列。此外，息肉、肛乳头瘤、肛
瘘、痔疮等肛肠疾病不断上升。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
副会长、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
邀专家刘佃温教授介绍，息肉、
肛乳头瘤、肛瘘恶变风险极大，

痔疮虽不会恶变，却易与大肠
癌混淆，临床上八成肠癌患者
初期曾被误诊为痔疮。而及早
发现和诊治这些肛肠疾病，能
大大降低肠癌患病风险。

留心大便三种变化
读懂大肠癌“高危信号”

临床中，不少长期便血患
者因不重视或家庭困难没有及
时就诊，等出现便秘，肛门瘙
痒、疼痛，腹痛等症状时，多已
是肠癌晚期。对此，刘佃温教
授表示，大肠癌通常要经历5~
10年的发展期，其间，但凡进
行一次检查，或许就能早期发
现。所以，40岁以上及肠癌高
危人群，均可做一次检查。

刘教授提醒，作为大肠癌
的高危信号，大便出现三种变
化应高度警惕：一是形状改变，
如不成形、变扁平、有凹槽；二是
次数改变，如增多或减少；三是
颜色改变，如大便带血或黏液。

多项政策惠及百姓
即日起拨打电话即可申请

刘佃温教授介绍，大肠癌
早期生存率高达95%以上，花
费也少，而晚期动辄要花几十
万，生存率不足10%。让肛肠
病患者得到及时诊疗，是真正
惠及百姓。为此，丰益肛肠医
院在建院10周年之际，联合大
河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

在影响人群健康的众多因
素中，人类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占 15%；社会和环境因素占
17%；卫生服务因素只占8%，
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占60%。

数字
10个成人中3人体重超标

每次看到年轻人昼夜不分
地工作或玩耍、烟酒无度时，河
南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主任
张强就流露出担忧。

“生活方式不健康，就是在
一点点吞噬健康。”他说，健康
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
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表现为生
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
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
保健、生病及时就医，参加积极
的有益健康的文体活动和社会
活动等。

张强介绍，目前比较公认
的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

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
理平衡四个方面。据专家研
究，这四个方面做好了，能使高
血压减少55%，脑中风、冠心病
减少75%，糖尿病减少50%，肿
瘤减少1/3，平均寿命延长10
年以上。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膳食不合理、运动
不足和吸烟已经成为我国居民
患慢性病的三大行为风险因
素。《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
况报告（2015年）》显示，2012
年居民平均每天烹调用盐10.5
克；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超重
率为30.1%，肥胖率为11.9%；
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
9.6%，肥胖率为6.4%。

2017年我省的调查结果
显示，河南省成人现在吸烟率
为 23.14% ，其 中 男 性 为
46.06% ，女 性 为 0.47% ，有
57.92%的非吸烟人群每天接触
二手烟，有41.53%的家庭内、
46.6%的工作场所有人吸烟。

专家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最好的人生投资

在张强看来，每个人都可
通过采取并坚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获取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预防为主，越早越好，选
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人
生投资。”他说，每个人有获取
自身健康的权利，也有不损害和

维护自身及他人健康的责任。
那么，怎么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呢？
“要想在全社会普及健康

生活，就必须强化个人健康责
任，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引导形
成自主自律、符合自身特点的
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影响
健康的生活行为因素，形成热
爱健康、追求健康、促进健康的
社会氛围。”张强说，同时，必须
大力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建立
健全健康促进与教育体系，提
高健康教育服务能力，普及健
康科学知识，发展健康文化，移
风易俗，培育良好的生活习惯。

张强强调，推进全民健康
素养促进行动和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要强化家庭和高危
个体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及干
预，开展减盐、减糖、减油和健
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等
专项行动，开发推广促进健康
生活的适宜技术和用品。

“总之，普及健康生活方
式、提高公民健康水平，需要国
家和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努力，
营造一个有利于健康的支持性
环境。”张强说。

明明（化名）今年6岁，
近一个月来受冷空气及天
气影响，一直反复咳嗽，特
别是夜间和早起时咳嗽较
重，吃了止咳药，效果不甚
明显，后经人介绍找到周
三、周日全天在郑州河医立
交桥东100米路北的张仲
景国医馆河医馆，周六下午
在心怡路与祥盛街交叉口
向南50米路东的张仲景国
医馆心怡馆坐诊的主治中
医师、师承省儿科名医黄甡
的梁金莲医师问诊。

梁金莲对明明的情况
进行了仔细了解，得知患儿
反复咳嗽近一月，以夜及早
起咳重，咳甚则吐，时咳出
黄黏痰，有清涕，饮食正常，
眠翻频，喜趴睡，大便干，2~
3日/次，舌质红，舌苔黄厚
腻，脉滑数，听诊呼吸音
粗。经一番望闻问切，综合
判定为咳嗽（中焦积滞，痰
热郁肺），应以疏通气机，消

积止咳为主要治疗原则。
遂开处方：柴胡、黄芩、姜半
夏、枳实等多味药材，6剂，
日一剂，水煎服，分3次温
服。

复诊时，患儿家长表示
孩子服用上方后基本不咳，
偶因喉中有痰咳嗽一次，无
涕，舌苔、睡眠均大有改善，
大便日一次，不干。守上方
去羌活、防风等，继服四剂，
日一剂，水煎服，分3次温
服，后电话回访已无咳嗽。

梁金莲指出，中医认
为，小儿咳嗽，初咳一般病
机在肺，久咳一般病机在脾
胃，加之结合该患儿的咳嗽
时间特点及舌脉情况，综合
确定为脾胃积滞引起的咳
嗽，故而治疗重点在疏通气
机，消积止咳，方收良效。
在此也提醒各位家长，对于
孩子的饮食用量一定要加
以控制，以免造成积食，引
发疾病。

编者按 每个人都有维护自身和他人健康的责任，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维护和促进自
身健康。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健康的四大方式，你做对几个？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33

受访专家：河南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主任 张强

喜迎十周年，丰益肛肠医院联合本报推出多项惠民政策让利于民——

力度空前：检查有优惠 手术有补贴
即日起,凡有便血、肛门疼痛、异物脱出、潮湿瘙痒、便秘等肛肠不适者
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即可申请优惠补贴

为庆祝郑州丰益肛肠医
院建院10周年，1月7日~18
日，该院将联合本报特别推出
肛肠疾病大型公益惠民活动，
多项检查优惠，需微创手术者
将获得援助补贴，市民看肛肠
病更划算，拨打本报健康热线
0371-65795660即可报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1.免专家挂号费；
2.全套肛肠检查10元；
3.微创手术补助300~500元；
4.电子胃镜50元、肠镜50元；
5.无痛胃镜260元、无痛肠镜260元；
6.大肠癌超早期无创筛查300元。

（多选题）健康生活方式主
要包括（ ）：

A.合理膳食 B.适量运动
C.戒烟限酒 D.心理平衡。

知识问答

小儿反复咳嗽，留心积食所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民营医院如何发展才
能更好地服务社会，赢取民
众信任。1月6日，2019年
民营医院发展论坛在固始
县河南信合医院召开。论
坛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主
办，上海交通大学卫生政策
与医务管理研究所、上海交
通大学医药卫生人才培训
中心协办，河南信合建设投
资集团承办。

近年来，随着新医改放
宽民营医院市场准入政策，
民营医疗市场增长迅速。
据统计，截至2013年9月，
我国民营医院数量已接近
1.1 万所，占医院总数的
45%，提供的医疗服务占全
国医疗市场的9.1%。

这场以“加强民营医院
服务品牌建设为主题，致力
于帮助民营医疗的成长与
发展”的论坛，吸引了省内
数百名民营医院的院长和
管理者参会。与会代表就

“在传播渠道多样化、医疗
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民
营医院如何整合资源进行

营销传播”等问题，同专家
进行了交流。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会
长、医学博士、英平投资管
理公司董事长吴英萍认为，
中华民族医学在传承方式、
发展学院化、文献化的传承
等方面，可以帮助民营医院
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
地。原卫生部部长、中国民
族卫生协会首席顾问高强
则从医院自身层面、病患层
面、医院合作者层面和医疗
发展大趋势等方面深入剖
析，为社会办医如何提升品
牌公信力带来全新思路。

论坛上，河南信合医院
宣布成立豫东南地区首家

“博士专家工作站”，该工作
站由国内外知名医学博士
和医学专家进驻，全面参与
指导医院的医、教、研工作，
面授带教中青年人才团队。

同日，豫东南地区首家
县级医院直升机航空医疗
救援站启动仪式举行，填补
了该区域无空中医疗救援
的空白。

探索民营医疗健康成长之路

2019年民营医院发展论坛
在河南信合医院召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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