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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血就能筛查胃癌 该检查已纳入医保
全国早期胃癌筛查应用研究中心落户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孙方雷 刘柱

7月9日上午，“全国早期胃癌
筛查应用研究中心”在山东省妇幼
保健院揭牌成立。山东省妇幼保健
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高峰玉教授
介绍，较之胃镜检查，血清胃功能
检测对普通人群来说接受度更高，
该检查项目已经纳入医保范畴。

每分钟有1人因胃癌死亡

据悉，在中国每年胃癌新发
病例67 . 91万，每年胃癌死亡人

数49 . 80万，即平均46秒就有1
人新患胃癌，平均每分钟就有1
人因胃癌死亡！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办公室
主任汪延志介绍，我国早期胃癌检
出率仅占胃癌的10%左右，远低于
日本(70%)和韩国(50%)。如果我们
能够在胃癌的早期阶段发现并及
时治疗，患者5年生存率可高达
91%，甚至可以长期生存。一旦到
了进展期，也就是胃癌的“中晚期”
阶段，即使是接受了以外科手术为
主的综合治疗，其5年生存率仍低
于30%。有研究发现，通过胃镜发
现的胃癌95%已处于中晚期，病人
已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验血就能筛查早期胃癌

高峰玉教授介绍，胃镜检查

仍是目前诊断胃癌的最佳手段，
但因其属侵入性检查，普通人群
接受度较低，无法实现在更广范
围内进行筛查。

据了解，在《中国早期胃癌
筛查及内镜诊治共识意见》中明
确提出，对于胃癌高危人群要进
行早期筛查，血清胃功能检测是
胃癌早期筛查的唯一路径。

“抽血化验测定胃功能指
标，就能发现胃黏膜病变风险。”
高峰玉教授说，抽血检查较胃镜
检查具有无痛、安全、经济、方
便、快捷的特点，适合大面积的
人群普查，对于提高早期胃癌的
诊治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
检查项目已经纳入医保范畴。

胃癌高危人群应定期检查

目前研究显示，胃癌的高
危因素包括：年龄大于40岁，胃
癌家族史、来自胃癌高发区、有
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等胃
癌前疾病，有胃黏膜肠上皮化
生、不典型增生或上皮内瘤变
等胃癌前病变史，幽门螺旋杆
菌感染、高盐饮食、吸烟饮酒
等。具有以上胃癌高危因素的
人群，每年应接受一次血清胃
功能检查，若结果异常，再接受
胃镜检查，可早期发现问题，进
而早期处理。

高峰玉教授介绍，该院消化
内镜中心引进了“血清胃功能检
测”项目，并成立了全国早期胃
癌筛查应用研究中心，旨在提高
胃癌高危人群的筛查率，做到胃
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将
胃癌扼杀在萌芽之中。

二胎孕妈胎盘早剥 婴儿命悬一线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与时间赛跑，手术开始到胎儿娩出只用了1分钟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董自青

7月9日上午，28岁的二胎孕
妈王女士出现胎盘早剥，经历两
次转诊，她被送往济南市妇幼保
健院。从手术开始到胎儿娩出，
只用了1分钟时间。

9日上午，怀孕33周的王女
士突然出现出血，她就近赶到当
地一家医院。经B超检查，医生
并没有发现明显异样。然而出血
并没有好转，夫妻俩又开车来到
济南一家医院。此时，王女士的
出血量明显增多，医生建议立即
转往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孕妇被送到分诊台，护士
就怀疑是胎盘早剥。”济南市妇

幼保健院产科门诊护士长赵艺
敏告诉记者，当时孕妇血压高
达167/106mmHg，出血量已
经超过月经量，她判断是胎盘
早剥，对于这类患者的救治，
就是与时间赛跑，医院绿色通道
迅速启动。

该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孙茜
接诊后，通过急诊B超，确诊为
胎盘早剥。这时，胎心下降到80
次/分，远低于110-160次/分的
正常值。

将原定的一台剖宫产手
术时间推迟，抢救小组成员立
即到位。

“孕妇被送进手术室时，子
宫变得硬硬的，我们已经听不到
胎儿胎心了。”产科主任医师王

翔回忆说，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缺
氧的环境多待1分钟，就增加了
重度窒息及死亡的风险，远期智
力低下等并发症风险也会增加。
如果再晚一两分钟，这名胎儿就
会失去抢救机会。

所幸，当时一切准备到位，
产科、麻醉科、手术室、新生儿科
通力配合。产妇属于疤痕子宫，
腹腔有一定程度的粘连，给手术
实施带来了一定困难。为了节省
时间，医生决定使用局麻，王女
士咬牙坚持。11点53分，手术开
始，1分钟后，一个重3斤1两的男
婴娩出，此时王女士的胎盘已经
完全剥离。胎儿娩出后，麻醉师
祁玲医师迅速给产妇施以全麻，
让其放松下来。

王翔介绍说，受胎盘早剥影
响，胎儿在娩出时已严重缺氧。
经过紧急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
男婴1分钟新生儿评分达到4分，
5分钟达到8分。随着新生儿“哇”
一声响亮的啼哭，所有参与抢救
的医务人员都松了一口气。随
后，男婴转入新生儿科进行后续
治疗。

据悉，胎盘早剥是孕晚期
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对母婴影
响极大，可引起凝血功能障
碍、产后大出血、羊水栓塞、胎
儿窘迫而胎死宫内等严重后
果。胎盘早剥的病因主要与高
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腹部
受到外力作用、胎膜早破等因
素相关。

常看手机眼难受？

试试济南市二院核桃灸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宿艳

经常盯着电子屏幕的办公族和
处于学习阶段的青少年，经常会出现
眼睛干涩、发痒、视力下降等症状。济
南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眼科专家介
绍，两瓣小小的核桃壳戴在眼睛上，
配合艾灸，就能轻松缓解各种眼病。

据了解，三伏天“灸疗”是我国传
统医学中最具特色的保健疗法，依据
中医学“天人相应”、“冬病夏治”、“春夏
养阳”等理论，利用全年中阳气最盛的
三伏天，人体内阳气最盛的时机，应用
具有温经散寒补虚助阳的艾灸，通过对
经络腧穴的温热刺激，令阳气渗入穴
位经络直达病处，可标本兼治。

该科专家介绍，桃壳灸是一种以
自然核桃壳为灸具的灸器灸法。核桃
壳辅以中药浸泡可以起到多种治疗
效果。该灸法对眼肌麻痹、干眼症、近
视眼、麦粒肿效果较好，对结膜炎、角
膜炎、葡萄膜炎也有一定疗效，对视
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则可以改善临
床症状，起到稳定病情的作用。

此外，该灸法还可以延伸到面部
美容艾灸。对于黑眼圈、眼袋有良好
效果，是当之无愧的“绿色疗法”。

肺结节像“生鸡蛋”多良性 像“煎鸡蛋”要警惕
大医生讲座让读者听明白肺结节与肺癌的关系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琳

肺癌死亡率在癌症中是最
高的，尤其肺癌晚期患者，5年生
存率仅为16 . 1%。早期筛查，通
过相关治疗能明显提高患者生
存率。7月7日，济南市中心医院
胸肺外科资深专家朱良明做客
生活日报大医生公益讲座，为广
大读者揭秘肺结节与肺癌的关
系。他介绍，通过影像学检查，片
子上显示边缘像生鸡蛋般非常
光滑的肺结节，可以初步判断为
良性，像煎鸡蛋一样的毛刺，就
要警惕恶变了。

讲座现场，朱主任介绍，
80%的肺癌患者在检查出肺癌
的时候已经属于晚期，生存期大
大缩短，即便是花费巨额医药费
和治疗费，也很难挽回生命。“在
我国，晚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仅
为16 . 1%。肺癌的早期筛查是改
善肺癌患者生存，降低肺癌患者
死亡率的希望所在。”

“一期、二期肺癌属于早期
肺癌，这两个阶段的肺癌之所以
能够筛查出来，主要靠筛查肺结
节的影像学检查手段。”朱主任
介绍说，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

是早期肺癌，有的肺结节是良性
的，比如一些片子上显示边缘像
生鸡蛋般非常光滑的肺结节，可
以初步判断为良性。如果显示肺
结节出现像“煎鸡蛋”一样的毛
刺，密度不均匀、边界模糊不清，
就要高度警惕恶变。

除了肺结节的筛查、成因以
及肺癌的致病原因，朱良明还特
别给大家总结了几条预防肺部
疾病的建议：远离污染和辐射，
远离烟草、拒绝二手烟，保持好
心情、勤锻炼。

“听了大专家的讲座，受益
匪浅，感谢生活日报和济南市
中心医院的公益活动，下一次
公益讲座，我还带着家人一起
来现场听讲座。”市民孙女士
说，她和家人是生活日报大医
生公益讲座的忠实粉丝，每次
都来听讲座。

朱良明主任现场为50名市
民免费义诊。来自济南市公交公
司8路、47路车队的爱心志愿者
为大家送上热腾腾的山楂水，热
情服务赢得群众点赞。

您有哪些健康方面的疑惑？
欢迎加入本报大医生读者QQ群
(群号：366040179)咨询，我们将
邀请名医为您解答。

朱良明，博士，山东大学附
属济南市中心医院胸肺外科主
任、山东省重点临床专科学术
带头人、手术学教研室主任、主
任医师；山东大学副教授、山东
大学手术学教研室副主任、山
东大学及潍坊医学院、泰山医
学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硕士
研究生导师。中国抗癌协会肺
癌微创综合治疗分会常委、山
东防痨协会结核外科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
胸外科分会委员，山东省抗癌
协会胸部肿瘤分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
会委员、济南医学会心胸外科
学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肺部、胸壁、气胸、
手汗症等胸部疾病的外科诊
治，以腋下小切口及胸腔镜
手术治疗胸部疾病为特色。
近年来广泛开展肺癌、肺大
疱、手汗症等疾病的胸腔镜
手术治疗，效果显著。对袖式
肺叶切除术、气管成形术、隆
突重建术，心包内肺癌根治
性手术具有丰富的经验。

专家门诊时间：周四上午

■■专专家家简简介介

“小胖子”选啥夏令营？

齐鲁医院专家邀你来减肥

□记者 王闯 通讯员 李小诗

增长见识、学习本领、磨炼意志，
家长为孩子选择夏令营的初衷各不
相同。对于很多小胖子的家长来说，
如果靠谱的话，能让孩子不再是班里
的“第一胖”可能更为重要。

如何科学减重？以“拒绝肥胖、健
康生活”为主题的首期“齐鲁泰山营”
将于7月27日至8月5日在泰安云谷举
办，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分泌科
的医疗专家，山东大学体育学院的运
动专家及山东大学营养系与齐鲁医
院营养科的营养专家将为每一位营
员定制安全、科学、健康的减重计划。
活动不仅面向14岁以上的“小胖子”，
40岁以下的成年人也可报名参加。

在入营前，所有营员将接受全方
位体质测试(身高、体重、腰围、血压、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尿酸、胰
岛功能检测、体脂分析、脂肪肝定量
分析等)和运动风险评估。

根据营员的体质、运动耐力，将
制定专属减肥运动套餐，包括力量练
习和有氧运动(跑步、篮球、乒乓球、
游泳等)，并帮助营员树立正确的运
动理念，实现快乐减重。

根据营员的个人口味及体质，将制
定目前国际最新的轻断食饮食套餐，实
现营养、美味、低热量的完美结合；适量
补充益生元、益生菌，改善营员的肠道菌
群状态；教授营员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

此外，该夏令营还将为营员安排
专业多样的运动、营养讲座，从根本
上纠正营员的错误观念，形成正确的
生活理念。

减肥夏令营会很枯燥吗？活动主
办方介绍，营地位于美丽壮观的泰山
脚下，可户外登山；夏令营期间将开
展国画、舞蹈、读书分享、心理建设等
课程，让营员在减重的同时修身养
性，全面塑造健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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