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健康 责编：玉娟

投稿邮箱：1013304715@qq.com2019年7月31日

7美编：雅琼

每天60个下蹲
养腿抗衰老

被猫狗咬伤抓伤后的分级诊疗被猫狗咬伤抓伤后的分级诊疗

医生提醒

应对过敏性鼻炎有妙招

各种筛查令人眼花缭乱

肿瘤到底怎么查才靠谱
脑卒中五行波中医康复
专家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健身有方

中医养生

健康科普

疾病并不可怕，关键是早检查、早干预、早治
疗。我们关注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重大疾病、
常见慢性疾病的筛查问题，提醒人们重视筛查，
防止大病突发，把好疾病预防的第一关。那么,
为什么要做肿瘤筛查？哪些人需要做肿瘤筛
查？在肿瘤筛查过程中遇到漏诊、误诊情况怎么
办？

筛查高发癌种更有意义

“肿瘤筛查最大的意义在于
能够早发现肿瘤、尽早治疗，从
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首都
医科大学肿瘤学西系主任、北京
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石汉
平说。据悉，肿瘤临床期早期的
平均治愈率在 80%以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
瘤内科专家、主任医师张晓东张
晓东对此表示赞同。不久前，张
晓东接触过一个 43 岁男性患者，
疑似早期肺癌，有吸烟史。“在他
做完肿瘤筛查并确诊后，我们立
即启动专家会诊流程，然后决定
进一步治疗。幸好主动筛查，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对肿瘤的治疗方法都比
较熟悉，常用的方法有手术、放
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
等。肿瘤筛查也有一套自己的
方法。“各项血液检查、B 超、X

光、肛门直肠指检，以及妇科体
检中的巴氏涂片、乳腺钼钯摄片
等 都 是 常 用 的 筛 查 肿 瘤 的 方
法。”张晓东说，不同的癌种对应
着不同的筛查项目。比如胃癌
就做胃镜，肠癌就做肠镜。

“需要明确的是，肿瘤筛查
并非人人都需要做。”张晓东说，
肿瘤筛查分为自然人群的筛查
和高危人群的筛查。早筛的自
然人群应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年
龄段人群，一般是指 50 岁以后。
而高危人群是指有肿瘤家族史、
之前得过肿瘤或存在吸烟、酗酒
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有家族史的人群尤其要重
视肿瘤筛查，特别是家族中有人
在 50 岁以前患有肿瘤、一人以上
患有肿瘤或遗传性疾病的，如家
族性遗传性息肉病。”石汉平说。

专家建议，挑选发病率高、
危害大的肿瘤进行早筛。“并不
是所有肿瘤都要筛查。少见癌、
恶性度太高或太低的肿瘤，筛查

意义不大。通常，患者只要筛查
发病率排名前 10 位的癌种就行，
如肺癌、乳腺癌、食管/胃癌、结
直肠癌、肝癌、妇科肿瘤、膀胱
癌、胰腺癌、前列腺癌、鼻咽癌
等。”张晓东说。

也有患者反映，眼花缭乱的
肿瘤筛查项目，实际效果并不理
想，甚至在肿瘤筛查过程中出现
漏诊、误诊、夸大或无病生癌的
情况。

对此，石汉平建议，在肿瘤
筛查之前，可以和医生沟通，了
解家族史、个人生活习惯、癌发
的高危因素等，让医生推介具有
针对性的筛查项目，避免误诊或
漏诊。

靠谱的筛查国内就能做

据报道，近年来，湖南省公
安部门查处了多起利用海外就
医虚构病情实施诈骗案件，其中
有机构和中介公司联合哄骗老

年人去国外体检，查出假肿瘤，
给予假治疗，骗取老年人钱财。

对此，张晓东十分无奈。“肿
瘤筛查本身没什么高大上的，国
内完全可以做。遇到做基因检
测筛查肿瘤，或者通过一滴血、
一口痰就知道肿瘤的筛查项目，
要保持警惕。”

专家建议要找专业机构和专
业医生，去正规医院做肿瘤体
检。比如做结肠癌的筛查。如
果癌筛后看到息肉就会出现一
系列需要医生判断的问题：息肉
有多高风险？是否需要切除？
什么时候干预？是否有遗传倾
向？跟患者有血亲关系的人是
否也要做筛查？再比如，体检发
现肺部结节，这个结节是良性还
是恶性的？应该现在干预还是
先观察？以后干预会有什么影
响？这些都是专业的问题，需要
查体医生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

据《科技日报》

炎炎夏日，你是不是有
这样的困惑，一屋子人当中，
蚊子就偏偏找你下嘴，而一
旁的人却很少被叮咬。这究
竟是为什么？

蚊子靠感受器寻找猎物
“蚊子寻找猎物根本不

靠眼睛，而是靠触角上的感
受器‘定位’猎物。”军事科学
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
行病研究所研究员赵彤言解
释说。

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
长赵力表示，蚊子对人们散

发的二氧化碳非常敏感。即
使距离很远，它都会循着你
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散发的乳
酸、氨气等气味而来。当它
靠近目标人群后，主要靠人
体散发的热量来确定位置。

“当蚊子靠近目标后就会在
周围盘旋，然后找机会在你
的皮肤上下手。一般来说，
蚊 子 吸 食 血 液 的 时 间 比 较
短，吃饱后就会离开。”赵力
说。

出汗多呼吸重的人易被
叮咬

上世纪 70 年代，曾有位
研究疟疾的专家，找人做了

一个不同血型的人被蚊子叮
咬的试验。结果是，O 型血
最吸引蚊子，其次是 B 型、AB
型、A 型。赵力强调，蚊子对
不同血型的偏爱，是一个不
太靠谱的实验结果，蚊子爱
叮什么人，与血型、性别等并
无 直 接 联 系 。 大 多 数 情 况
下，蚊子是无差别攻击的，只
要 它 一 发 现 人 就 会 发 动 攻
击，但更偏爱有气味、温度更
高的人，比如爱运动、爱出
汗、肺活量大、呼吸沉重的
人，以及孕妇和一些生理期

的女性。
赵彤言进一步解释说，

这些人向蚊子发出“信号”的
能力强，他们呼出的二氧化
碳容易吸引蚊子“下手”。

简而言之，生命体征越活
跃的人，越容易受到蚊子攻
击。“虽然我们做不到不呼吸、
不出汗，但是在人群里，出汗
少的人、呼出二氧化碳少的
人，不易成为蚊子首先攻击对
象。”赵力说。并建议，要减少
蚊虫叮咬，夏天一定要勤洗
澡，保持身体的干净，尽量减
少身上汗液、乳酸和氨类的排
放。 据《科技日报》

狂犬病暴露分级诊疗
按照情况，分成Ⅰ级、Ⅱ级、Ⅲ

级。
Ⅰ级暴露
接触、喂养动物，或完好皮肤被

舔——这种情况无需医疗处理。
Ⅱ级暴露
有裸露皮肤被动物轻咬，或者

被 动 物 轻 微 抓 伤 、擦 伤（无 出
血）——这种情况需立即到医院处
理伤口并接种疫苗。

Ⅲ级暴露
单处/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

抓伤伴有出血，破损皮肤被动物舔
舐，伤口、粘膜（眼睛、鼻腔、口腔、肛
门等部位都有粘膜）被动物体液污
染——这种情况需要首先到医院处
理伤口，接下来注射被动免疫制剂
（狂免蛋白），随后才接种疫苗。

专家介绍，“所谓狂犬病暴露，

指的是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
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猫、
狗、蝙蝠等）咬伤、抓伤、舔舐粘膜或
破损皮肤。”

不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处置严重
影响救治结果。以最简单的伤口处
理为例，因为伤口深浅不同，冲洗
（消毒）不到位，都可能达不到正确
的处置目的。应该到狂犬病门诊专
门处置室用专用设备对伤口进行清
洗，确保伤口冲洗干净。

清洗+疫苗+狂免蛋白
提到伤口清洗，专家强调：“部

分狂犬病暴露患者来了以后，对于
打疫苗很认可，对于伤口清洗则表
示无所谓，认为打了疫苗就万事大
吉。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清洗+疫
苗+狂免蛋白是应对狂犬病的 3 种
有效的治疗手段，相当于打击狂犬
病魔的 3 种手段。放弃任何一种手

段，风险依旧存在。”
专家还强调，Ⅲ

级暴露注射狂免蛋
白的目的，就是确保
万无一失。“正常情
况下，狂犬病疫苗 7
天才生效。为了避
免发生危险，我们选
择注射狂免蛋白，在
疫苗生效之前，对患
者进行保护。”

据《重庆晚报》

下蹲虽然简单，但也有不少讲究。
站立时，双腿应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
外，膝关节垂线不超过前脚尖，臀部向
后如同坐板凳，全程挺腰抬头收腹，不
能有含胸夹膝的动作，下蹲时吸气、站
立时呼气。

北京体育大学健身健美讲师鲍克
提示，下蹲时下得要慢，起得要快，否则
易损坏膝关节。在接近蹲下的最低位
置时，最好再放慢速度，这样能更好锻
炼腿部肌肉。

做下蹲动作应量力而行、循序渐
进，建议先1天做4组，每组15个，然后
逐步增加数量。下蹲的节奏标准大致
为 5秒钟 1次，运动量要自己把握。患
高血压、糖尿病和有关节疾病的人不宜
做；老人或体弱者可先采用半蹲或“四
分之一”蹲，膝关节弯曲角度依个人身
体状况和感受而定，下蹲时需缓慢平
稳，锻炼时可手扶床头或门框，一次做
10个，每天不超过5次，也可根据自身条
件适当调整。 据人民网

过敏性鼻炎典型症状是流清鼻涕、
打喷嚏、鼻塞、鼻痒。如何缓解或治疗，
下面就为大家推荐几个小妙招。

比如厨房的食材葱白和百合，就可
以缓解“流清鼻涕”的症状。葱白靠根
部切3段，每段大约5厘米，百合30克，
适量加些生姜、蒜和盐，煮水喝。

此外，还有一个外用方，效果更快，
用鹅不食草治流清涕。鹅不食草从中
药店可以买到。取 30克鹅不食草，放
在一个可以密封的罐子里，用75%的酒
精浸泡5天，每次用吸管往鼻孔里滴2~
3滴即可。

内服调理体质，推荐一个经典方：
生黄芪20克、炒白术15克、防风10克，
煮水喝，这就是著名的经典方玉屏风
散。您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在药店买成
药服用，它有益气固表，增强抵抗力的
作用。 据《健康时报》

本报讯（通讯员 雷晓超）7 月 24
日，由陕西科技报社主办，北京容大五
行中医研究院、西安容大风铃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承办的脑卒中五行波中医
康复专家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会议讨论了“五行疗法”为代表的
中医现代化康复设备的普及对中医康
复、慢性病调理、疾病预防和免疫改善
的作用。作为此次承办单位的容大五
行集团创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专业从
事中医医疗、养生、健康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集团化公
司。通过十多年的积累，集团自主研
发出“容大五行中医康复治疗仪”，取
得了四项国家专利。同时集团拥有西
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医康复技术

“经筋按跷疗法”。并依托于陕西省中
医研究院、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省人
民医院的技术支持，在全国首创“脑卒
中五行波中医康复技术”。

研讨会中，西安容大集团高级康
复师就康复治疗新疗法、新技术进行
了现场演示以及相关技术的研讨。此
次中医新技术康复理疗的专家研讨
会，将对普及康复科学知识，提高全民
健康意识，推进中医康复特色疗法在
疾病康复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
意义。

蚊子叮你是因为你太“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