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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到来之际，传出普惠民生的喜讯：进口抗癌药零关税！4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决定对
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这有利于进口抗癌药品价格下降，进一步减轻癌症患者及家庭的治病成本，化解民生痛点。

丹阳市名中医、中医院肿瘤科主任王国方：

预防，对减少癌症至关重要
【形势播报】中国平均每分钟

7 人确诊患癌 4 人死亡，肺癌居
首。4月 15日~21日为全国肿瘤
防治宣传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
为“科学抗癌，关爱生命”。

4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国
家癌症中心日前发布最新一期中
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
告。报告显示，据估计，2014 年

全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 380.4
万例，死亡病例229.6万例。也就
是说，平均每分钟有 7 人被确诊
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

据 2015 年丹阳市肿瘤发病
和死因监测结果显示：丹阳恶性
肿瘤死亡率达256.68/10万，位于
居民死亡原因第一位，我市恶性
肿瘤防治形势也不容乐观。

癌爱挨谁？
国家癌症中心的统计报告显

示，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第 1 位的
是肺癌，每年新发病例约 78.1
万。其次为胃癌、结直肠癌、肝癌
和女性乳腺癌。肺癌、胃癌、结直
肠癌、肝癌、女性乳腺癌、食管癌、
甲状腺癌、子宫颈癌、脑瘤和胰腺
癌是我国主要的常见的恶性肿
瘤，约占全部新发病例的77%。

据 2015 年丹阳市肿瘤发病
和死因监测结果显示：丹阳恶性
肿瘤死因前三位的是胃癌、食管
癌、肺癌，而位于发病率前三位的
恶性肿瘤是胃癌、食管癌和肠
癌。中医院肿瘤科主任王国方提
醒，胃癌发病率较高，是因为与饮
食结构不合理和不规律的生活方
式等因素有关。

消化道恶性肿瘤主要包括食
管癌、胃癌、结肠癌、肝癌、胰腺癌
等。王国方主任是中华中医药学

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他介绍说，
从临床情况来看，中青年人的胃
癌发病率迅速增长。绝大多数的
胃癌都是由于自己引起的，与日
常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江苏居
民的饮食偏咸，日常吃腌制食品
比较多。腌制品里面含有亚硝酸
盐，而亚硝酸盐是一个确定的致
癌因素。

除了不良的饮食习惯之外，
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致
病菌。王国方认为，现在越来越
多的中青年人患胃癌与其睡眠严
重不足、饮食无规律、工作和心理
压力过大有关，尤其是不少人爱
吃的熏烤、高盐、辛辣食物都会破
坏胃肠道的正常功能，损伤胃黏
膜，进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等疾
病，进而增加癌变几率。长期通
宵熬夜会严重破坏人体免疫系
统。

做到“三早”，科学抗癌
生活环境中的致癌因素无处

不在，不可能做到“零接触”，那怎
么办？

中医院肿瘤科为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丹阳市名中医、中医院肿瘤科
主任王国方认为，癌症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做到这“三早”的癌症患者，几
乎都可以治愈。其中胃、肠镜检查
是消化道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的重要手段。而预防，对减少
癌症至关重要。拥有好的生活习
惯，定期体检筛查，积极面对和预
防，癌症的发病率自然会明显下
降。

有些患者病急乱投医，想用
断食的方式“饿死”癌细胞。王
国方主任说，肿瘤家族分“良性
肿瘤”和“恶性肿瘤”。大家常
说的“癌症”，其实是指恶性肿
瘤。它们有着无限制向外周扩张
地盘、浸润到正常组织内、转移
到身体其他器官等等恶习，对身
体的危害程度相当大。

虽然理解患者的心情，但这
样做纯属“自毁长城”。只喝
水、吃少量果蔬，结果自己先被

饿得“七荤八素”的。有的断食
的癌症患者一周体重可减少 10
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免疫力下
降，癌细胞没被饿死，反而活得
更嚣张了。

中医院肿瘤科副主任顾根网
和颜文才也都提醒市民，面对流
言要小心。肿瘤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认识上的误区，正确认
识肿瘤，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树立起治疗的信心，方为正途。

“饿死”癌细胞？面对流言要小心

治癌，别忽视了中药
中医药治疗肿瘤特色明显

王国方主任指出，中药在
治癌、提高人体免疫力以及提
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方面有
独特功效。中医药在肿瘤治疗
中应用日益广泛，减轻放化疗
的毒副作用、延长术后远期生
存期、改善晚期患者症状、提高
生存质量已经成为了中医治疗
肿瘤的重要特征。

我市中医院肿瘤科作为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
单位，积极推进多学科联合诊
疗模式（MDT），采取多专科联
合开展消化道肿瘤多学科协作
诊疗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确定
胃癌、肺癌、食管癌、肠癌4疾病
为科室优势病种，开展临床路
径 6 个病种，积极拓展基因检
测、TAP 检测以及科室特色治
疗项目，完成了江苏省中医药
局“香甲散治疗晚期食管癌及
胃癌的临床研究科研项目”结
题，其科研项目“益气生血汤防

治恶性肿瘤化疗后骨髓抑制的
临床研究”2016 年获丹阳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

1.肿瘤是慢性病，强化中医
药预防和带瘤生存的作用优势

长期的临床实践证实：中
医药治疗肿瘤的优势不在于直
接抑制肿瘤的生长，而是通过
对机体气、血、阴、阳水平，免
疫、血液、内分泌等系统发挥整
体综合调节作用，达到机体内
环境的动态平衡。可见维持机
体的平衡，预防肿瘤的发生和
带瘤生存是中医药治疗肿瘤的
最大优势。

2.中医药巩固治疗。是指
肿瘤术后、放化疗等主体治疗
后给予辨证和辨病治疗，目的
是防治肿瘤转移、复发，延长生
存期，治疗依据病期及术后不
同时间，可采用分阶段的治
疗。诸如术后，需要化疗因体
质问题无法进行或完成化疗

的，建议术后2~3年采用辨证中
药+抗癌中药注射剂联合治疗，
术后3~5年病情稳定，可采用单
纯辨证中药汤剂+中成药；完成
主体治疗的，术后2~3年采用单
纯辨证中药汤剂+中成药为主，
术后 3~5年病情稳定可减量或
者按季节服用中药。

中医院肿瘤科严格执行卫
生部肿瘤规范化诊疗方案，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优化诊疗方
案，率先实行肿瘤治疗的规范
化、标准化治疗，明显降低治疗
费用，缩短住院时间。根据病
人的身体条件、病情状况、基因
表现、经济状况来制定可行的、
科学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最大
限度提高肿瘤治愈率，降低毒
副反应。采用现代医学与传统
医学相融合的治疗模式，中西
合璧，取长补短，科学抗癌，提
高疗效。

王国方：肿瘤科主任，副主
任中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肿
瘤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333高
层次人才，镇江市医学重点人
才，丹阳市名中医。获得丹阳
市科技进步奖一项。

顾根网：肿瘤科副主任，副
主任中医师。擅长恶性肿瘤的
规范化及个体化的诊治及晚期
肿瘤的综合治疗，尤其对胃肠
道肿瘤及淋巴瘤的治疗有较深
的造诣。

颜文才：肿瘤科副主任，副
主任中医师。擅长肿瘤的多学
科合作诊治，尤其对各种肿瘤
的放疗、介入、化疗、肿瘤营养
等合作协同治疗有较好的治疗
经验。

马继恒：肿瘤研究室负责
人，主治中医师，医学硕士。擅长

中西医结合肿瘤诊治及癌前病
变的防治。对肺癌、消化道及中
医药特色治疗等有较多经验。

市中医院肿瘤科

电话：86057226（门诊部二
楼） 86057373（医生办公室）

86057304（ 病 区 四 楼 ）
86057383（放疗科）

【中医院肿瘤科团队简介】：

国家中管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肿瘤科
科室简介：肿瘤科为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
科建设项目，科室设有专科专
病门诊诊室 2 个，病区 2 个，床
位数90张。目前肿瘤科医护人
员 42名,其中主任中医师 1名，
副主任中医师 6名，主治医师 6
名，硕士研究生4名。镇江市名
老中医 1 名，丹阳市名中医 2
名，拥有院内学术经验继承导
师 2人。承担了江苏省中医药
管理局课题4项，镇江市科技局
科研课题 2项。专科业务量和
医疗能力达到较高水平。

亮点特色：肿瘤科注重中
西融合，积极开展肿瘤病综合
治疗，临床路径达到 6个病种，
优势病种收治人次占60%以上，
病房中医治疗率大于 90% 。
2017年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终期评估，
省中医药局“香甲散治疗晚期
食管癌及胃癌的临床研究”项

目通过专家组验收，“益气生血
汤防治恶性肿瘤化疗引起的骨
髓抑制的临床研究”科研项目
获“2018 江苏省中医药科学技
术奖”，省中医药局的“龙竭散”

课题完成结题。申报了省中医
药局课题1项，镇江市科技局课
题 1项。肿瘤研究室负责人马
继恒获第四届“江苏省中医药
优秀青年之星”称号。(眭思维)

专科名称

脑病科

妇产科

妇产科

肺病科

内分泌科

肿瘤科

病理科

影像科

专家

李继民

南医大二附院

陆金山

韦国祯

吴敏

许尤琪

法锡元

张思全

坐诊时间

4月28日上午

4月26日上午

4月22日上午

每周六上午

4月17日下午

每周六上午

第二、四周周三

每周五上午

坐诊地点

门诊二楼脑病科

门诊二楼妇产科

门诊二楼妇产科

门诊二楼肺病科

四楼专家门诊8号诊室

四楼专家门诊14号诊室

门诊四楼病理科

住院部一楼影像科

4月份外院专家坐诊时间表

外院专家门诊可能因特殊情况临时变动，建议电话咨询、预约，服务热线：86057111

肿瘤科负责人在查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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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学发展推动科学发展
建设美好丹阳建设美好丹阳

丹阳市科协协办

牛奶是每个有孩子的家庭的
必备品之一，它不仅对儿童成长
发育有好处，能够补充钙质和蛋
白质，同时对于在喧闹城市中忙
碌一天的上班族们也有很好的安
眠作用。当然，牛奶也不是只能
在白天或者晚上喝，不同的时间
点或许有不同的作用，究竟什么
时候喝牛奶对长高最有利呢？

夜间是人体集中长个子的时
间段，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好好
利用夜间的时段，是长个子的关
键。每晚睡前喝一杯牛奶，一方
面可以起到促进睡眠的作用，让
你睡得更香甜，睡眠质量更好，不
容易做噩梦和惊醒，充足的高质
量睡眠是确保长个子的前提条

件。
另一方面可以补充长高所必

须的蛋白质、维生素 d、钙质等，
加速你身高的增长，使骨骼在生
长的同时，不会产生缺钙引起的
肌肉痉挛，俗称抽筋。很多人晚
上睡梦中脚会突然不受控制地无
意识地蹬一下，这就是肌肉痉挛
的表现，也是缺钙的表现之一，而
牛奶就是很好的补钙食品。

康力乳业 24 小时服务咨询
订奶热线：86873677、86565657。

什么时候喝牛奶最有利于长高？

发展兴趣爱好有助养生，但
如果对某种爱好痴迷到上瘾的程
度，则有损健康。美国卡伦治疗
中心一项最新研究发现，50岁以
上的人更易上瘾，预计到 2020
年，被各种瘾困扰的中老年人数
量将成倍增长。根据我国中老年
人的喜好和特点，专家建议，最应
提防被用药、买保健品、囤物、运
动、酗酒这五种瘾缠上。

用药成瘾伤害肝脏

中老年人用药成瘾在我国非
常普遍，一些中老年人稍有头疼
脑热就赶紧吃药，加之有些中老
年人本身患有心脑血管等疾病，
每天吃七八种药。还有一些中老
年人，只要身体哪个部位不适，就
吃镇痛药，长期服用形成了依赖。

有调查显示，我国超过 65岁
的人群中，每年有13万因药物相
关事故住院，7000 多人因此死
亡。专家介绍，大多数药物是通
过肾脏和肝脏代谢的，过度用药
会给人体器官造成负担。安眠药
中的苯二氮卓类药物对中枢系统
有一定副作用，止疼药随意使用
则可能掩盖原发性疾病。药物合
用的种类越多，对人体产生的危
害也越大。

买保健品成瘾贻误病情

浙江金华 76 岁的退休教师
董女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每周

都要去小区里的某某养生堂听几
次讲座，每次都会买来不少保健
品，已经堆满了一屋子，还逢人就
夸“吃了这些保健品，都不用吃药
了！”

迷信保健产品的老年人不在
少数。他们退休后，没有了工作
压力，往往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
健康上。年龄增长、身体机能衰
老加剧了人们对病痛和死亡的恐
惧。一些中老年人健康知识匮
乏，判断能力较差，对夸大效果的
保健品宣传深信不疑。

专家提醒，中老年人千万不
要轻信保健品推销商的宣传。该
服的药不服、用保健品代替药品，
只会贻误病情，严重的还可能引
发副作用。子女平时应多关心和
陪伴父母，缓解他们内心的孤独
和焦虑。

囤物成瘾影响人际

“劝了多少次了，还是舍不得
扔。”面对家里堆积如山的旧衣
服、旧报纸、旧电器，湖北武汉的
吴女士很无奈，囤物的是她75岁
的老母亲。其实，和吴女士有同
样困扰的人很多，不少中老年人
都有囤积、捡拾物品的习惯。有
时囤积的物品堆放在单元楼道、
门口，也给邻居们造成不便，影响
邻里和谐。

适当节俭是优良品德，但过
分囤物会让自己产生强烈的约束
感，并给他人造成不便。专家分
析，中老年人囤物成瘾，主要是他
们中的大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的
年代，省吃俭用的思想在他们的
头脑中根深蒂固，子女应尽量理
解。需要关注的是，随着年龄增
长，多数老人的大脑逐渐萎缩，认

知能力会减弱。如果老人经常捡
拾无用的垃圾，可能是老年性痴
呆或其他精神障碍的症状，子女
应及早带老人就医。

运动成瘾积劳成疾

运动能强身健体，但成瘾危
害健康。65 岁的刘成家住北京
玉渊潭公园附近，是一名跑步发
烧友。他每天都要去公园跑几
圈，如果哪天没去，一整天都无精
打采。前段时间，刘成因膝盖和
脚踝处剧烈疼痛去就医，医生认
为他可能是因跑步过度导致关节
劳损。

专家表示：运动会促进体内
内啡肽的产生，令人有愉悦感。
一些中老年人运动一段时间后，
发现自身疾病症状得到改善，心
情更加愉悦，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也更高了。但运动过度，会导致
运动性损伤概率大幅提高。疲劳
积累不仅会加重原有疾病，还容
易引起免疫力降低、心血管系统
功能紊乱等。

专家建议，中老年人最好能
在健康和运动机能评估的基础上
制订科学的运动计划。比如，70
岁以下人群可采用健步走和慢跑
结合的方式，70岁以上人群则应
视身体条件，以走为主。建议每
周锻炼3~5次，每次半小时以上，
达到中等运动强度即可，即微微
出汗、气喘，说话稍微有点费力。
运动过程中一旦感觉身体不适，
就要立即暂停运动并及时就医。

饮酒成瘾后果严重

美国国家酗酒和药物依赖理
事会研究显示，中老年人因为饮

酒导致住院的概率与因心脏病突
发住院的几率相近，因此酗酒成
瘾不容忽视。

中老年人酗酒分为早发性和
晚发性，早发性酗酒者指年轻时
就有大量饮酒习惯，老年时难以
戒掉。晚发性酗酒者大多发生在
50岁以后，由于家庭变故等原因
心理压力过大，通过饮酒排解压
抑。专家表示，酗酒不但不能从
根本上缓解中老年人的负面情
绪，还会加剧他们的不安全感，同
时过量饮酒还可能加重心脑血管
等疾病，甚至引发难以挽回的后
果。

专家提醒，中老年人不要过
量饮酒，应积极参加社交活动，有
烦心事多向朋友或家人倾诉。子
女如果发现中老年人饮酒过度，
要及时劝阻，并帮助他们排解内
心的忧愁。(权娟 心怡)

中老年养生需戒五瘾

粗粮指加工程度较低的主
食，如糙米、全麦等。人们常说

“粗茶淡饭”有利健康，因此，粗粮
被搬上了人们的餐桌。粗粮有很
多优点，如富含膳食纤维，可帮助
肠道蠕动，排除毒素，预防便秘；
粗粮有助于控制血糖，改善心血
管功能；还有人说粗粮有减肥功
效等等，那粗粮能代替主食吗？

从营养价值来看，由于粗粮
的加工程度较低，谷皮、糊粉层和
谷胚被较好保存，因此粗粮中的
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维生素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酚类等植
物化学物含量较高。

就食物加工而言，谷类食物
加工越精细，其血糖生成指数越
高。加工程度高的小麦面条、精

白米饭均为高血糖食物，加工程
度低的全麦面条、发芽糙米均为
低血糖食物。因此吃细粮后，血
糖升高速度较快，建议糖尿病病
人用部分粗粮代替细粮，从而防
止血糖快速升高。

从慢性病预防控制看，增加
粗粮的摄入可以降低 2 型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结直肠癌的发病
风险，常吃适量的粗粮还可以降
低患超重肥胖、血脂异常的危险。

因此，建议将细粮和粗粮搭
配着吃，传统的二米饭（大米、小
米一同放入锅中蒸）、八宝粥等都
是较好的选择。这样一来，增加
了食物的品种，实现了粗细搭配，
提高了食物的营养价值，促进疾
病预防和控制。

粗粮能否代替主食？

美国预防医学专家马克·
海曼博士表示，对于某些身体
不适来说，新鲜食物是最有效
的“药物”。美国《健康》杂志最
新载文，刊出可用食物解决的
八大健康难题。

浮肿：吃芹菜。《食物与情
绪》一书作者伊丽莎白·索默尔
博士表示，吃盐过多会使体内
水分失衡，导致浮肿。黄瓜、芹
菜等食物有助于冲走体内多余
的钠，进而缓解浮肿。

腹胀：吃木瓜。胀气可能
是肠道功能紊乱的信号。《食物
医药》一书作者达尔玛·辛格·
卡萨博士表示，饭后胀气可以
吃木瓜。木瓜中的消化酶有助
分解蛋白质，其纤维素还能促
进消化。每周吃几次木瓜可有
效调节肠胃功能。

脾气大：及时吃早餐。索
默尔博士表示，早起后 1~2 小
时内吃早餐的人情绪更稳定，

工作效率更高。不吃早餐的人
记忆力较差，不到中午就疲倦
困乏。早餐应包括全谷食物、
蛋白质和 1~2 种果蔬。此外，
研究发现，饮食中缺硒的女性
更容易抑郁、焦虑。硒的日推
荐量为 55 毫克，可以从金枪
鱼、鸡蛋等食物中获取。

长青春痘：多吃洋葱。美
国马萨诸塞州皮肤病学专家瓦
洛里·特里罗尔表示，洋葱、韭
菜和大葱等富含硫的蔬菜可以
遏制导致痤疮的炎症。这类食
物最好生吃或者稍微炒一下。

倒时差：飞行时只喝水。
时差综合征是指在短时间横越
多个时区所引发的身体变化，
如头痛、耳鸣、心悸、恶心、腹
痛、腹泻、生物钟紊乱等。美国
阿贡国家实验室戴维·鲍拉克
博士建议，跨时区飞行时，除了
喝水外，最好别吃太多东西。
禁食有助于身体耗费能量储

存，次日早晨正常就餐能让你
神清气爽。

失眠：晚上稍微吃点东
西。我们都知道睡前不要进
食。然而，绝对禁食可能会导
致夜间睡眠问题，例如饥饿会
让人急躁。美国睡眠医学会发
言人、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病学
专家凯利·格兰泽·巴伦博士表
示，放松身心才能安然入睡，饥
肠辘辘则容易让人半夜惊醒。
建议睡前30分钟至1小时适当
吃点东西，如一小块全麦饼干、
一把杏仁或一根香蕉等。

此外，睡前 1~2 小时喝一
杯 8盎司（约合 227毫升）的樱
桃汁可明显改善长期失眠问
题。无论是新鲜的、干果或榨
汁，樱桃都能抗炎，它还富含褪
黑激素，可调节睡眠。

经前综合征：吃菠菜。研
究发现，缺铁女性更易患经前
期综合征（表现为烦躁易怒、失
眠、头痛、乳房胀痛等）。每天
摄入 20 毫克铁的女性比摄入
不足 10 毫克的女性患经前期
综合征的危险低40%。专家建
议可以吃些富含铁的食物，如
动物肝脏、菠菜、木耳等。

容易晒伤：多吃胡萝卜。
通过调节饮食可以增强皮肤防
晒能力，由内而外防止晒伤。
德国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生物化
学教授威廉·斯塔尔博士表示，
多摄入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
（如胡萝卜、菠菜、南瓜等），有
助于防止紫外线伤害。需要提
醒的是，这些食物需要吃 10~
12周才能发挥其防晒功效。

厨房里的“药”可解健康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