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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更完善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我省相继出
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河南省“十三
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公共文
化机构基本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
盖，公共文化设施逐步完善,管理水平
进一步提高。

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稳步增加。
据 统 计 ，2015 年 全 省 文 化 事 业 费
206034 万 元 ，比 2014 年 增 长 了
18.4%。从中部六省的文化事业费
水平来看，河南位居第二。从财政
资源的分配情况来看，基层群众文
化 机 构 获 得 的 财 政 拨 款 最 多 ，为
57791.4 万元，其次是博物馆、艺术
表演团体、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图书
馆、艺术表演场馆。

文化氛围更浓厚

随着政府加大投入，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持续提升。截至2015年底，全
省共有公共图书馆 158个，阅览坐席
4.2万个，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57.9平方米。2015年公共图书馆总藏
量达到 2472 万册（件），比 2014 年增
长了 6.9%；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达
到2233万人次，增长了13.5%，爱读书
的人越来越多了。

同时，文艺创作百花齐放。2015
年推出新创剧（节）目70余部，豫剧《张
伯行》、话剧《焦裕禄》《老街》、歌剧《蔡
文姬》《八月桂花开》、舞剧《关公》等一
批优秀剧目立上舞台，其中部分文艺
精品剧目获得国家奖项，彰显河南文
艺影响力的大步提升。

此外，2015年全省文物机构拥有
藏品 200 多万件，比上年末增长了

2.8%，其中一级品 2461 件，二级品
17257件；年参观人数近 6万人次，比
上年增长4.6%。

网络覆盖更全面

我省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给予特殊
群体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2015年，
全省公共图书馆中共有少儿文献175.4
万册，比上年末增长了22.5%；少儿阅览
坐席11541个，比上年末增长了3.6%；
盲文读物 2.16 万册，比上年增长了
5.4%。全省群众文化机构办老年大学
42所。在图书馆流动服务中，图书借阅
103.29万册次，书刊借阅66.43万人次。
群众文化机构拥有流动舞台车33辆，流
动演出1300万场次。

此外，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有序
开展。目前，已建成包括省市县乡村
基层服务点的五级网络体系，数字化
服务体系覆盖全省 4.8万个行政村及

30万个乡镇（社区）用户。公共电子阅
览室建设正在快速推进，已建成乡镇、
街道、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站点2733
个。河南省图书馆已与国家数字图书
馆通过 VPN 建成虚拟网络，实现了
省、市图书馆的互联互通，并向社会公
众开放。

蓝皮书认为，未来我省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将向加快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纵深发展、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加快“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跨越
式发展、促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的快
速发展四个方面全力推进。

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殷梦霞总编
介绍，除了全国的《中国公共文化服
务发展报告》外，目前只有上海、浙江
等少数省市出过此蓝皮书。省文化
厅副厅长康洁认为，蓝皮书是我省重
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
研究向系统化、科学化迈出的一大
步。⑥11

□本报记者 马雯 本报通讯员 潘黎黎

日前，央视主持人肖晓琳因患结
肠癌，在美国离世的消息，让不少人
唏嘘感叹，而这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
癌症多发趋势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
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癌症的发
病率也在日益增加。如何守护健康
的身体？如何远离令人谈之色变的
癌症病魔？

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
“肠癌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了。”据郑州人民医院肛肠外科主任
邓业巍介绍，在美国肠癌平均发病年
龄是69.8岁，但中国人的平均发病年
龄却是48.3岁。

不只是肠癌，一些癌症的发病率
正在逐年上升。据统计，我国每年新
发癌症病例达429万，占全球新发病
例的20%，死亡达281万例。而根据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7年中国最
新癌症数据显示，全国每天约有1万
人被确诊癌症。

在这些癌症中，肺癌是我国发病
率、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过去30
年间死亡率上升了465%。乳腺癌居
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首位，每年死亡
人数超过7万人。此外，甲状腺癌以
及肠癌等发病率上升趋势较快。癌
症，已经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主要

“杀手”。

六成癌症可预防
科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

为何我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却
不断增高？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
认为，新增癌症患者数量的升高，主
要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加造成
的。人体在衰老的同时，免疫力的降
低，会让细胞更易产生癌变。不少专
家表示，癌症患者的增加与生活环境
恶化、个人生活方式不健康有着密切
的关系。

来自癌症调查的大数据显示，只
有10%-30%的癌症可以归结为基因
突变，接近 90%的癌症都与生活方
式、环境因素有关，约 60%的癌症死
亡可以通过减少可控危险因素来预
防。

“比如熬夜会造成生物钟紊乱，
免疫功能下降，白血病、乳腺癌、前列
腺癌就容易找上门来；久坐的人比经
常运动的人患结肠癌的可能性高
40%到 50%；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是
导致卵巢癌的重要原因。”河南省肿

瘤医院防癌体检中心的一名负责人
表示。

此外，我国癌症防控机制薄弱、
个人检查意识较低，也为癌症死亡率
上升提供了可能。在采访中，许多专
家表示，我国癌症患者发现时通常已
是中晚期，癌症治疗效果因此并不理
想，所以“早诊早治”非常重要。

据了解，早在 2012 年我国就启
动了“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河南
于2013年底加入该项目。3年来，我
省共完成逾 12万份风险评估问卷，
其中有4.8万余人被评估为“五癌”高
危人群。

防癌重在自我管理
令人谈之色变的癌症病魔，是否

真的不可预防？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1/3 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1/3 的癌
症早发现、早治疗是可以治愈的,另
外 1/3 的癌症经过良好的治疗可以
延长患者的生命。

“以肠癌为例，不良饮食习惯及
生活习惯往往是诱因，如喜欢吃红
肉、爱吃腌制食品、长期吃快餐，爱抽
烟喝酒、爱久坐，这些都可能导致肠
癌的发生。”邓业巍表示。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明确指
出，不良饮食习惯可导致 30多种癌
症，每年因癌症死亡的患者中，有1/3
和不良饮食习惯有关。所以，对于个
人而言，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降
低患癌风险。

对于健康人而言，如何才能远离
癌症病魔？专家建议，首先，一日三
餐应尽量做到食物多样化，可多吃一
些粗粮、杂粮以及一些新鲜的瓜果蔬
菜。第二，要限制红肉的摄取，即猪
肉、牛羊肉等，烹饪时应尽可能采取
健康方式，尽量避免熏制、烧烤、油炸
等。第三，过量饮酒可增加患消化道
癌症和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要控制酒
精摄入。第四，烟草使用是最严重的
致癌风险因素之一，所以尽量不吸
烟，远离二手烟。第五，身体运动是
有效预防癌症发生的重要手段，建议
成年人不要久坐不动，每天有至少30
分钟强度的运动，比如快走等。此
外，平时应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和心态，调整好情绪，规矩作息，减少
熬夜。

专家还提醒，定期参加体检，筛
查发现癌前病变非常必要，一些特殊
人群，如有癌症家族史者、中老年人
群、常接触致癌物质人群、有不良生
活习惯人群，更应积极进行有针对性
的防癌体检，从自我做起，真正守护
好健康。⑥11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崔冰心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生活
方式的急剧改变，脑血管病已成为严
重威胁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据
统计，全国每年新发脑血管病患者约
有 120 万至 150 万人，死亡 80 万至
100万人。为提高我省神经科医师
队伍的专业化诊疗水平，近日，中华
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联合河南省人
民医院，邀请来自北京、上海、湖南等
地的知名临床神经内科专家，来到河
南开展临床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
诊、大型义诊以及学术交流等活动。

神经科都是看什么病的？面对脑
血管病这种来势凶险的疾病，该如何做
好预防？针对公众关注的问题，记者在
义诊现场对有关专家进行了采访。

神经科不是“精神科”

提起神经科，许多人都会误认为
是诊治“神经病”的科室。“这一点毫
不夸张，平时在门诊就经常见到有患
者对科室名称产生误解，其实老百姓
所说的‘神经病’是属于精神科范
畴。”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张杰
文说。

目前，神经科诊治的疾病范围最
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病，例如脑梗塞、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出血等，还有
脑膜炎、癫痫、帕金森病等。除此之
外，科室还诊治各种周围神经病、脊
髓炎、多发性硬化、重症肌无力、低钾
周瘫等。

据张杰文介绍，脑血管病又称为
“脑中风”“脑卒中”，主要包括缺血
性、出血性两大类，具有较高的发病
率、残疾率和死亡率。“值得关注的
是，在脑血管病的幸存者中，大约有
四分之三的患者不同程度地丧失了
生活和劳动能力，因此，防控脑血管
病也成为国家慢性病防控领域的一
项重大课题，防控脑血管病刻不容
缓。”张杰文说。

短暂视力障碍、走路不
稳、反常嗜睡者，需提高警惕

据了解，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包括不可控制因素和可控因素，前
者涵盖年龄、性别、种族等，后者包
含吸烟、酗酒、肥胖、缺乏体育运动、
不合理饮食、服用避孕药等。张杰
文表示：“到目前为止，真正有效治
疗脑血管病的药物很少，积极控制
危险因素才是防治脑血管病的最有
效手段。”

除了合理膳食、加强锻炼等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对于脑中风的
信号识别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专
家列出以下“危险信号”：短暂的视力
障碍；口齿不清、口角流涎；手臂无
力、走路不稳、剧烈头痛、呕吐；反常
的困倦、嗜睡；一过性肢体麻木、瘫痪
等。“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以上症状，
患者发作后多在24小时之内完全恢
复，若平时不留意观察、不及时跟进
治疗，最终常常发展为脑梗死。”因
此，专家建议，凡出现以上症状之一
的患者，家人要务必提高警惕，及时
跟进全面诊治。

如果患者在家中突发脑中风应
该怎么办？专家表示，首先要尽快拨
打120与医院联系，然后要将病人完
全平卧在床上，让头部略高，松开病
人衣领，有假牙者应及时取出假牙；
如果患者有呕吐症状，应将其头部侧
放；有抽搐现象的患者，家人可用筷
子或木条裹上纱布垫放患者的上下
牙之间，以防咬破舌头。

关于出血性脑血管病即平时所
说的“脑出血”“脑溢血”，目前治疗方
法主要有内科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
两种。“对于手术治疗，家属往往以为
是通过开颅手术救治，实际上，目前
采用的是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与传
统开颅手术相比，具有创伤小、恢复
快、成本低等优势，尤其适用于年龄
较大、基础疾病多、不能实施大型手
术的患者。”张杰文说。⑥11

□本报记者 史晓琪

精准扶贫，高校有其独特的优势，
大学生有着可贵的担当。我省高校充
分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创新丰富
扶贫方式，精准实施教育扶贫。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省高校是
怎样把教育扶贫落到实处的吧。

助力贫困学生 播种梦想种子

7月 17日，“豫见郑大，遇见你”郑
州大学第一届优秀高中生夏令营正式
开营，来自睢县、淅川、淮阳等国家级
贫困县的 260多名优秀高中学子，开
启了为期3天的郑大之旅。这是郑州
大学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

郑州大学副校长刘国际教授在
开营仪式上表示，作为河南省唯一的
211 高校，郑州大学要努力为农村优
秀学子提供更多的享受优质教育资
源的机会。本着“要让河南的寒门多
出贵子”的愿景，郑州大学首次举办
夏令营就把目标聚焦到贫困县的中
学，希望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梦想的
种子。

此次夏令营分为“走进医学营”
“文笔生花营”“科学探索营”和“放飞
梦想国际营”，为贫困地区的优秀学生
提供了开阔眼界、提升自身的机会，助
力同学们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创新
思维。

开班仪式上，中科院院士吴养洁
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大师讲座。他
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上。”

发挥学校特色 开展“智慧帮扶”

夏令生的爱人精神智障，儿女都
在上学，家中生活十分不易；夏玉芝老
人身体严重残疾，儿子长期外出务工，
也是格外辛苦。

7月14日，烈日炎炎，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党委书记王清义一行走进学校
对口帮扶村——鹿邑县丘集乡夏庄村
贫困户夏令生和夏玉芝家中，为他们
送去慰问物资和亲切问候。

慰问贫困户之前，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在该村举行了“精准扶贫捐赠暨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揭牌仪式”，一次性给予夏庄村30万
元产业帮扶资金和价值5万元的物资
保障。自2015年8月选派人员参加驻
村扶贫以来，该校利用学校的人才、智
力优势，从改善夏庄村人居环境、实施
项目精准脱贫等方面入手，把扶贫工
作落到实处。

当天，以水利特色为办学优势的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还和鹿邑县签订了

“智慧帮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商
鹿邑水生态、水文化、水治理民生大
计。双方将结合华水特色学科资源优
势和鹿邑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就鹿
邑县域水系治理规划、水资源管理、城
市给排水、园林规划设计、生态文化城
市建设、水文化建设、古建筑修缮等领
域开展“智慧帮扶”，助力鹿邑实现“绿
荫城、水韵城、文化城、景美城”的美好
蓝图。

走进田间地头 帮助农民致富

7月 5日，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
镇庙洼村产业扶贫基地蔬菜园内，河
南农业大学“百名教授千名学生”科教
服务农业生产师生小组挥汗如雨，不

辞劳苦地在这里开办“地头讲堂”。
十多个贫困家庭的农民围着河南

农大教授、我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王吉庆和4名研究生问个不停，
王教授不厌其烦地详细解答，随后又
从土壤改良到育苗播种、从菜苗管理
到高山蔬菜前景以及菜品个性化销
售进行了系统讲解，农民朋友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

2 个多月前，周口市扶沟县冯老
村，村民忙着将河南农大精心选育的
优质“种羊”牵到家中精心准备的羊舍
里，喂水、加草……与“种羊”一同到达
的还有河南农大牧医工程学院李奎教
授等畜牧专家。他们针对精准扶贫户
的不同情况，为他们讲解养殖技术、传
授脱贫致富本领。该校还为当地群众
免费发放优质玉米小麦种子，引导群
众因地制宜种植旱作莲藕、在房前屋
后种植蔬菜、建设养鸡场等，多种方式
进行精神扶贫、智力扶贫、科技扶贫、
产业扶贫。

和王吉庆教授、李奎教授一样，河
南农大不少教师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
时，积极深入基层服务农民，助力我省
农业和地方经济发展。⑥11

远离癌症 从健康管理开始

四分之三脑血管病患者丧失了劳动能力，专家提醒——

防控脑血管病刻不容缓

看我省高校怎样精准扶贫

我省公共文化成绩如何 请看最新蓝皮书

图/王伟宾

□本报记者 温小娟

7月 18日，记者从省文化厅
获悉，《河南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发展报告（2016）》（以下
简称“蓝皮书”）出炉，这是我省首
部公共文化蓝皮书（蓝皮书通常指
由第三方完成的综合研究报告）。

该书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
版，采取“政府+高校”的合作模
式，由河南省公共文化研究中心依
托洛阳师范学院专家教师团队，经
过一年多实践调研完成，分序言、
总报告、专题报告、理论探索、政策
解读、地方实践六大部分，全面客
观地反映了我省公共文化建设的
成绩、问题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省公共文化场所日益增多。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聚焦 健康

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