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饿死癌细胞，没有营养

就不会转移了。”“手术后发物不能

吃。”“得癌就是肉吃太多了，得吃

素。”……面对肿瘤患者的营养和

饮食，大家众说纷纭，到底该怎么

补充营养？省肿瘤医院营养科的

专家表示，肿瘤患者要想康复好，

营养治疗很重要。

核心提示

癌症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危人群

河南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孔

永霞介绍，有数据显示，在我国，4~8成的

癌症患者发生营养不良，超6成的住院癌

症患者发生营养不良，其中，仅有少部分

得到了营养治疗，约两成的癌症患者死于

营养不良。

“目前，我国肿瘤患者营养支持治疗

的现状不容乐观，营养支持治疗已成为肿

瘤患者迫切的需求。”孔永霞表示。

营养不良易导致肿瘤患者免疫力

降低、生活质量下降，严重影响患者的

治疗效果与耐受性，加重肿瘤治疗的不

良反应和副作用，甚至使抗肿瘤治疗计

划被迫中断，导致治疗效果大打折扣，

甚至增加治疗费用，增加并发症和死亡

发生率。

营养治疗能延长癌症患者生存期

营养治疗，是指肿瘤患者在院期间的

营养治疗和出院后的饮食指导。临床营

养科主治医师李静说，通过营养师的干预

治疗，会使营养不良的肿瘤患者减少术后

并发症，减轻化疗后的毒副作用，降低感

染率，改善抗癌治疗的耐受性和疗效，提

高肿瘤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提高生存质

量，甚至是延长生存时间。

近年来，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

分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委会等组

织一直呼吁，将营养治疗作为一线治疗，

贯穿肿瘤患者的治疗始终，让患者最终获

益。

“多吃好的”不是营养治疗

“我们多吃点不就行了？”不少人对

营养治疗存在误解。

孔永霞表示，这是临床上最常听患

者提到的观念，但这其实是错的。营养

治疗不是简单的多吃、吃好，应该有一定

的规范，并在临床营养师和临床医护人

员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营养治疗。

肿瘤患者因为肿瘤本身或者放疗、化

疗的原因，可能出现食欲下降、恶心、呕吐

等，导致经口进食量不足。患者经常出现

“想吃吃不下”甚至“根本不想吃”的情况。

当摄入不能维持正常营养需求及健康体

重时，必须接受专业的营养支持，包括肠

内营养支持及肠外营养支持。

手术、放化疗患者饮食不同

在肿瘤患者的治疗中，不同的治疗

方案以及不同的治疗时期，饮食要点是

有所区别的。

手术患者应以低脂肪、高蛋白质、高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为主，多吃富含优质蛋

白质的鱼肉、鸡肉、鸡蛋、牛奶、豆制品、新

鲜蔬菜水果等。

放化疗期间的患者，可以针对因治疗

出现的不良反应选择合适的食物，主要以

清淡、富含营养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忌油

腻，忌食狗肉、羊肉和葱姜辣椒等热性辛辣

刺激之品。

完全素食不利于肿瘤治疗，荤素搭配

才是最佳选择。

定期营养评估不可少

肿瘤患者能量代谢比正常人群高10%，

所以在康复期，各种营养素的摄入都应该高

于普通人群，尤其是动物蛋白质含量。

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翟军亚博士表

示，实际上，肿瘤病人的营养是一门有严密

的科学基础、严格的操作规程的学科。建

议肿瘤病人定期（如每3个月）到医院接受

营养专家的饮食咨询、营养指导、营养筛查

及营养评估。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王晓凡）

肿瘤患者如何吃？省肿瘤医院专家提醒——

肿瘤患者营养治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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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万物复苏，病毒、细菌同时活跃起来，一些传染病也在悄悄地开始传播。
春季常见传染病都有哪些？各自有什么特征？我们又该怎样应对呢？

春季常见传染病有哪些？

如何预防春季常见传染病？

A

B

春季常见传染病主要包括：流感、腮腺炎、

水痘、麻疹以及流脑等。大部分传染病通过空

气、飞沫、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接触这三种渠道进

行传播。

流感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其具有很强的传染

性，发病率占传染病之首位。

流感潜伏期为1~3天，全身症状比较严重，

主要表现为发热、肌肉酸痛、流涕、咽痛、干咳、头

痛等，发热一般持续3~4天。传染源主要是病人

和隐性感染者，传播途径以空气飞沫直接传播为

主，也可通过被病毒污染的物品间接传播。

腮腺炎 主要由腮腺炎病毒引起，全年均可

发病，但以冬、春季为主。发病1~2日后出现颧

骨弓或耳部疼痛，然后唾液腺肿大，体温上升可

达40℃。易感人群多见于1岁以上的儿童、青

少年，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如果家里有孩子患了腮腺炎，建议尽早到

医院进行正规的治疗。若前期治疗不规范，日

后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流脑 春季常见传染病里，最严重、最致命

的就是流脑。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它主要由脑

膜炎双球菌，也就是脑膜炎球菌引起的一组呼

吸道传染病。得了流脑后，脑膜炎双球菌会影

响脑组织，从而导致颅内高压，使患者出现意

识障碍。

而流脑又是普遍易感的，儿童的发生率相

对更高。患上流脑后，会出现头痛、高热、恶

心、呕吐、全身皮下出血等症状。不过大家也

不用太过担心，流脑是可以治愈的。当孩子出

现相关症状时，要立刻到正规医院就诊，争取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水痘 水痘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所

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但通常比较温和，不会引

起严重的并发症）。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

染，接触被病毒污染的尘土、衣服、用具等也可

能被传染。

水痘病毒感染人体后，经过大约两周的潜

伏期，可出现头痛、全身不适、发热、食欲下降

等前期症状，继而出现有特征性的红色斑疹，

后变为丘疹，再发展为水疱，常伴有瘙痒；1~2

天后开始干枯结痂，持续一周左右痂皮脱落。

皮疹躯干部最多，头面部次之，四肢较少，手

掌 、

足 底 更

少。人群普遍

易感（一次发病可终

身获得较高的免疫力）。

接种水痘疫苗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措

施。流行期间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经常开窗通

风等也很重要。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

的一种常见传染病。主要经消化道、呼吸道、飞沫、

皮肤接触或黏膜疱疹液而感染。一般先出现发烧

症状，手心、脚心出现斑丘疹和疱疹（疹子周围可发

红），口腔黏膜出现疱疹或溃疡，疼痛明显。部分患

者可伴有咳嗽、流涕、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和头疼

等症状。少数患者病情较重，可并发脑炎、脑膜炎、

心肌炎、肺炎等。婴幼儿和儿童普遍多发，3岁及3

岁以下婴幼儿更容易得。成人感染后一般不发病，

但会将病毒传播给孩子。

为有效避免手足口病，平时要勤洗手、勤通

风，流行期间避免去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

共场所。儿童出现相关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疗

机构就诊。

春季传染性疾病虽然种类繁多，但基本的

预防措施是一致的，只要大家注意以下几点，就

能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春季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科学穿衣 春季气候多变，要根据天气变化

和体质情况，适时增减衣服，尤其要注意脚部保

暖。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平时多注意个人卫生

以及环境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打

喷嚏时，用手帕或纸巾掩盖一下鼻咽部，咳嗽时

不要对着他人，到公共的场所不要随地吐痰等。

注意饮食 拒绝生吃各种海产品和肉食，不

吃带皮水果，不喝生水。饮食上不宜太过辛辣，也

不宜太过油腻。多饮水，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宜多

食些富含优质蛋白、糖类及微量元素的食物，如瘦

肉、禽蛋、大枣、蜂蜜和新鲜蔬菜、水果等。

合理作息 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睡

眠，不使孩子过度疲劳。充足的睡眠能够提高机

体免疫力，对抗疾病。

加强锻炼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多到郊外、

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使身体气血畅通、筋骨舒展，

增强体质。但在锻炼的时候需注意气候变化，要

避开晨雾风沙，合理安排运动量，进行自我监护

身体状况等，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利影响。

接种疫苗 进行疫苗预防接种是预防春季

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

炎、风疹、麻疹等传染病都有疫苗可以进行针对

性的预防。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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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由省卫生健康委、省科技

厅、省总工会、省科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主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河健

康报社联合承办的“河南省第三届健康科

普能力大赛”颁奖典礼在郑州成功举办。

本次大赛自去年10月份正式启动以

来，吸引了全省近万名医务工作者参与。

经过激烈的初赛、省级复赛、总决赛，最终

评选出健康科普文艺作品10部、特别奖2

人、金奖3人、银奖4人、铜奖5人、最具潜力

奖18人、科普业绩奖10人、现场表现奖12

人、入围奖58人、最佳组织奖20个。

颁奖典礼分为广度、速度、温度三个篇

章，展示的参赛作品不仅题材选择广、作品

形式广，也更贴近大众生活，更有温度，在全

社会营造了浓厚的健康科普氛围。

典礼现场，对《宫“心”计》等优秀健康

科普文艺作品、《预防新冠听我说》等优秀

健康科普个人作品进行了展演，同时还举

行了“河南省第四届健康科普技能竞赛暨

健康科普擂台赛”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郭培远）

4月14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联合永城市人民医院，深入当地乡镇医院开展心跳呼吸骤停筛查及心

肺复苏术培训，提升乡村医生对急危重症疾病的诊疗能力。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楚紫栋摄

我省第三届健康
科普能力大赛颁奖

4月10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卒

中学会医疗质量管理与促进分会第六届

学术年会暨中国卒中中心联盟第六届高

峰论坛”上，永城市人民医院卒中中心荣

获2020~2021年度“全国百家优秀数据

管理卒中中心”及“全国卓越数据管理卒

中中心”称号。这是该院连续三年获得

“全国优秀数据管理卒中中心”荣誉称

号。

本次奖项评选由中国卒中学会、中

国卒中中心联盟发起，在全国范围内评

选出优秀的数据管理单位和卓越数据管

理单位，并给予表彰和奖励，是对获奖医

院卒中中心的数据管理工作给予的充分

肯定与认可。

此次获得“优秀数据管理卒中中

心”“卓越数据管理卒中中心”国家级称

号，标志着永城市人民医院卒中中心的

建设已跻身全国先进行列。“这不仅是

我院医护人员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更

是对卒中中心团队的鼓励与鞭策。”永

城市人民医院院长赵焕东说，“我们将

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强卒中数据管理，

提高卒中救治水平，打造覆盖永城及周

边地区的‘脑卒中 60 分钟黄金救治

圈’，为永城及周边地区患者的健康保

驾护航！”

（本报记者 郭培远）

我省第33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启动

永城市人民医院卒中中心
获两项国家级荣誉

4月13日，邓州市穰东镇高孙小学健康副校长王跃堂向孩子们赠送医用防护口罩。

为加强健康卫生教育，高孙小学关工委借鉴湖北省襄阳市及有关地区聘请健康副校长的

成功经验，正式聘请高孙村卫生所所长、全科医生王跃堂担任学校健康副校长，使该校成

为全镇36所中小学中唯一一所正式聘请健康副校长的单位。 高峰席清铎摄

4月10日，河南省第33个爱国卫生

月活动暨全省五星健康文明家庭建设活

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今年爱国卫生月以“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为主题开展活动，引导群众培

养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树牢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

念，筑牢疫情常态化防控社会大防线。

我省将五星健康文明家庭建设与爱国

卫生月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

活方式活动相结合，发挥家庭在促进行

为习惯养成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建设千

千万万个文明健康小家庭，筑牢健康中

原建设的基础。

近几年，我省高度重视群众文明健

康素养水平提升，结合健康扶贫，开展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名医名家走

基层送健康”等活动，积极构建“两建三

融四行动”健康促进工作格局。2019年

年底启动健康中原行动，围绕疾病预防

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大力实施健康知

识普及、控烟等15项行动。去年4月，

省爱卫办联合省文明办、省卫生健康委

等九部门实施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

活方式专项行动，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普

及健康科普、控烟、无偿献血等生活方

式，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年，全省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6.76%，较2015

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15岁以上人群

吸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从今年起，省

爱卫会联合省文明委、健康中原行动推

进委在全省开展为期两年的倡导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主要目的

是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讲文明、铸健

康、守绿色、重环保”的生活理念，切实

履行自己健康第一责任，将疫情期间形

成的好做法、好习惯、好经验长期坚持

下去。

（本报记者 郭培远）

4月15日，2021中国肿瘤学大会新

闻发布会暨“百年百县”肿瘤科普火炬

传递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

明，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

程，郑州大学副校长、医学院院长董子

钢，河南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

建功等出席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张建功院长介绍 了

2021中国肿瘤学大会承办情况及会议

亮点。他说，2021 中国肿瘤学大会

(CCO)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河南省肿

瘤医院、河南省癌症基金会承办，国际

抗癌联盟、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协办。

会议将于2021年11月18日~21日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届时，将举办

院士论坛、院长论坛、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论坛，聚焦新政策、新形势、新技

术，直接对话学术大咖；举办抗肿瘤新

药研发专场、未来科学家论坛、肿瘤人

工智能论坛，谋划肿瘤防治未来。

“本届大会以‘肿瘤防治，赢在整

合’为主题，参会人数预计达4万人以

上，其中包括40多位两院院士、2000多

名国内顶级医学名家。”张建功院长说，

大会将设置近百个分会场，线上线下覆

盖近30万中国抗癌协会会员，科普项目

受益人群将超千万。

随后，代表着“科学、健康、拼搏、奋

斗”的火炬亮相新闻发布会现场，开启了

“百年百县”肿瘤科普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据介绍，“百年百县”肿瘤科普火炬

传递作为2021CCO大会的亮点活动，

以“抗癌之火 燃动中原”为主题，在我省

108个县市以及相邻的山东、山西、陕

西、安徽、湖北、河北六省，以传递“抗癌

火炬”的形式，开展“五个一”肿瘤系列

科普活动，并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

（本报记者 郭培远）

2021中国肿瘤学大会新闻发布会
暨“百年百县”科普火炬传递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