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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发现得早
多亏了个性化体检

今年57岁的老陈是位老
烟民，上个月他去河南省中医
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

得知老陈长期吸烟后，负
责开项目的医生建议他做个低
剂量螺旋CT和胰腺彩超。

吸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
为什么要做胰腺彩超呢？老陈
有点纳闷。

医生解释说，胰腺癌的高
发年龄一般在 50岁以上，肥
胖、糖尿病患者及长期吸烟酗
酒者等多发。而老陈正符合高
危人群的条件。

“很有道理！”老陈听从了
医生给出的个性化体检建议。

询问病史时，老陈说，最近
吃饭没胃口，肚子偶尔不舒服，
近一个月瘦了近10斤，所以想
查查是不是得了病。

老陈在做上腹部彩超时，
医生发现胰管扩张，胰头部可
见界限不清晰的低回声，遂建
议做一个增强CT。CT结果显
示，老陈是胰腺癌。

胰腺癌一旦确诊，80%以
上的患者属于中晚期，能做根
治性切除的只有20%左右，而
真正做根治性切除的只占10%
左右。好在，老陈是胰腺癌早
期。正积极治疗的他和家人
非常感激省中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

“胰腺癌总体来说比较隐
匿，不易早期被发现，因为它位
于腹膜后，一般检查是查不到
的。”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主任刘永生说，高危人群应
定期体检，体检时间间隔不要
超过半年，最好每三个月检查
一次。

据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统计，2018年1~12月，共
查出247例肿瘤和重大疾病，
平均1.48天发现1例。其中不
乏有人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
检，就又查出了疾病。

“如果人人体检项目相同，
有可能漏掉了他们易得的病。”
刘永生主任说，体检前，最好向
医生主动介绍一下自己的疾病
史，听听医生建议，这样的体检
会更有效。“为每个人量身订制

体检方案，才是体检的真正价
值所在。”

在该中心，开项目前，医生
必须弄清体检者的基本情况、
用药史、病史、家族史等，以此
为依据，为每个人量身订制体
检套餐。

感恩无需等待
送体检让父母更健康

人行走于世，“感恩”二字
要铭记于心，而我们一生中所
受到的最大的恩惠莫过于父母
的养育之恩。可父母总会说他
们很好，不缺吃不缺穿，不愿儿
女乱花钱买东西。但事实上，
正如我们报喜不报忧，父母也
是一样。

“有的人表面健康，其实体
内潜伏的致病因素正在发展变
化之中，而许多慢性疾病早期
大多无症状，人们不予重视，等
到出现症状再治疗，常常延误
了时机。”刘永生主任说，与其
到时候身体不适来看病，不如
过年前体检，先上上健康指导
课，便于注意饮食，健康过年。

寒冬腊月，正是心脑血管

疾病高发之际，而父母或多或
少都有这样那样的慢性病，所
以更需时刻提防意外发生。

关注父母健康，比什么都
重要，莫让“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悲剧发生。

即日起，大河报联合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开展

“带父母做体检，健康过大年”
惠民活动，解决您对父母的一
切担忧！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是“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
旗舰单位”，每年体检人数超过
12万人次。除了个性化体检，
该中心还在河南首创了“中西
医结合”体检，让体检更有效。
只要在这里体检，所有异常结
果至少查3遍，让结果更精准。

不管你是在郑州生活，还
是在外地工作，只要你的父母
在郑州居住，你都可以把孝心
和健康送给老人。因为，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去年2
月推出了微信预约体检服务。
只要关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
体检中心”微信公众号，完全可
以在线上帮父母预约体检，老

人按预约好的时间可以直接体
检，免去排队之苦。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还
会为老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提供资深专家解读体检报告、
健康风险评估、慢性疾病追踪
检测等健康管理服务。

带父母做体检
健康过大年

即日起，大河报联合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开展

“带父母做体检，健康过大年”
惠民活动。

现在给父母预约体检，还
有免费大礼包赠送：动脉硬化，
骨密度，白色多普勒（三选二）；
一年的检后随访；病种管理；慢
病跟踪管理；复诊免费预约专
家；电子档案终身保存；养生食
疗方案的设计；定期饮食提醒
等。

感恩无需等待——父母给
我们的爱是无私的，我们回报
同样的爱。多关心自己的父
母，关注父母的健康吧！

活动时间：1月21日~25
日；2月10日~2月15日

感恩无需等待！大河报联合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推出惠民活动——

带父母做体检，健康过大年！
离春节不足一个月了，每逢过年，不少人都会苦恼，不是苦恼庞大的春运大军让回家的路异常艰难，而是苦恼要给爸妈送

什么表心意、达孝意？其实，什么样的礼物都比不上父母健康安康的身体。
即日起，大河报联合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开展“带父母做体检，健康过大年”惠民活动，解决您对父母的一切担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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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摘镜砍价团自从去
年6月成立以来，给成员送上
一波又一波福利，帮助数十位
近视网友预约手术，成功摘镜。

为了让福利惠及更多网
友，大河报摘镜砍价团将于本
周六再次开团，价值500元的
免费眼部检查、专家手术、屈光
手术优惠力度高达 2000 元
……只要你来，这些统统有
份。年底回馈读者，大河报摘
镜砍价团与普瑞眼科医院商量
后，对全飞秒手术直降 1000
元，晶体植入手术价格直降
2000元，比暑期价格更优惠！

凡是报名参加本周六上午

活动的摘镜砍价团成员，不仅
可享受22项全眼部健康免费
检查（价值500元），还可获得
价值 198 元的精美保温杯一
个。经术前检查，符合手术条
件且交纳定金的摘镜团成员，
不仅可享受专家亲自手术、大
河报专属现金补贴，还可以获
得当天的“摘福袋，赢豪礼”活
动，最大奖项为价值14600元
的 ICL单眼晶体植入术免费，
另外有300~2000元的现金手
术券，全场没有空奖！

如果你或身边的朋友有意
摘镜，请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
1.报名方式：微信搜索大河报
天天健康微信公众号大河微医
（wysdhb）或扫描上方二维码并
关注，后台按照“摘镜团成员+
姓名+电话”格式留言即可报
名；2.入群方式：大河微医后台
留言“近视”，即有小编带你入
大河报“摘镜砍价团”的微信
群。专家问诊、免费检查、优惠
政策等关于摘镜的福利消息，
小编会第一时间在群里公布。

冬季很多人喜欢吃火锅，
但对过于追求肉质鲜嫩的人来
说，要注意预防布鲁氏菌病。

郑州市疾控中心地方病防
治所专家说，布病即布鲁氏菌
病，也称波浪热，是以长期发
热，关节疼痛，肝脾大和慢性化
为特征的传染病。目前，已知
有60多种动物（包括家畜、家
禽、野生动物、驯化动物）可以

感染布病。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感染

布病的途径：因食用未消毒或
消毒不彻底的奶、肉、内脏等感
染布病。如吃涮羊肉、烤肉、烤
羊肉串等没有熟透；或生肉自
家加工时操作用具生熟不分；
喝奶时讲究所谓营养新鲜，不
加热直接饮用等。布病患病后
有一定的免疫力，一般情况下，

人患布病不会传染给他人。
疾控专家称，预防布病，一

是对患病动物进行无害化处
理；二是对皮毛和屠宰病畜所
污染的场所严格消毒；三是日
常所需肉类及其制品从正规渠
道购买；四是吃火锅、烧烤时，
一定要使用公用筷子，一定要
把牛羊肉涮透、烤熟再食用；五
是不喝未加工的奶类制品。

今年68岁的老陈爱好
锻炼，但他发现最近运动起
来比以前费力了，稍微吃点
劲儿就感觉胸口有点儿发
紧，但歇下来或慢慢走，发
紧的感觉又消失了。前两
天，他早上刚出门就出现胸
口发紧，而且比以往都严
重，出了很多冷汗，歇下来
还是有憋闷感。于是，在老
伴的陪伴下乘出租车到医
院急诊，心电图提示急性前
壁心肌梗死。经过紧急救
治后，老陈转危为安。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
院心内科一病区主任王永
霞说，随着天气渐寒，冠心
病也到了发病旺季，急性心
肌梗死发生率明显增加。

“近年，冠心病发病率
越来越高，且呈年轻化趋
势，如果你是高血压、高血
脂、高血糖的‘三高人群’，
属冠心病发病的高危人群，
需要警惕了。”王永霞说，吸

烟也是冠心病重要的危险
因素，有些年轻的心肌梗死
患者可能没有“三高”，但可
能有长期大量的吸烟史。

王永霞说，冠心病发病
常表现为胸骨后或心前区
的憋闷感、紧缩感、压榨性
疼痛等，常常于活动量增加
时发生，一般来说休息后或
者含服硝酸甘油（或速效救
心丸、麝香保心丸）数分钟
可缓解。如果症状明显加
重，持续时间超过15分钟，
特别是伴有大汗，一定要警
惕可能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一定要立即呼叫120到最
近的大医院就诊。

有些冠心病发病时的
症状不典型，比如有些人出
现不明原因的颈部紧缩感、
压痛、左肩疼痛、左上肢内
侧到左小指的疼痛，有些人
出现的上腹部的疼痛、呕吐
也有可能是冠心病发病的
表现。此时一定不要大意。

大河报摘镜砍价团本周六再出发
检查费全免+专家手术+现金补贴，等你来报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大河报“摘镜砍价团”
报名方式 微信公众号“大河微医”

防“布病”，吃火锅要肉涮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卢伟霞 卢炜舟

冠心病又进高发季节
出现这些症状要警惕急性心肌梗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魏佳琳 陈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