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腺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

常见恶性肿瘤之一， 近年来得

益于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的应

用， 患者 ５ 年生存率大幅提

高， 将大量患者带入慢病管理

期。专家提醒，慢病治疗期的伴

随疾病， 是影响乳腺癌患者生

存质量的主要挑战， 要重视防

控。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中

国乳腺癌全方位全周期管理

论坛武汉站上，专家认为，急

病治疗阶段的副作用、 患者

年龄、激素水平等因素，与慢

病治疗期内分泌等治疗手段

叠加而出现的疾病， 称为乳

腺癌伴随疾病，其中最常见、

对患者生存质量影响最大的

包括心血管疾病、 骨代谢异

常和精神心理问题， 应大力

推进乳腺癌全方位、 全周期

健康管理。

大量乳腺癌患者要接受

5 至 10 年的内分泌治疗，多

种因素影响使其常伴随血脂

异常。 武汉协和医院心血管

内 科 主 任 医 师 卢 永 昕 教 授

说， 乳腺癌患者特别是绝经

后女性， 雌激素水平大幅下

降导致血脂异常发生率显著

增加， 且心血管事件显著增

加癌患者死亡风险。 乳腺癌

患者，尤其是体型肥胖、患有

代谢综合征及本身患有心血

管疾病等可能遭遇心血管事

件的高危人群， 应在有效控

制病情后， 密切监测血脂水

平并适时调整治疗方案。

骨代谢异常也是乳腺癌

患者应注意的问题。 武汉协

和医院乳腺肿瘤放化疗科主

任程晶教授说， 绝经后的女

性患者，接受内分泌治疗前，

应接受生活方式干预， 并选

择合适的治疗药物 ， 同时严

格监测骨密度 ， 以降低骨安

全问题的发生。

乳腺癌患者精神心理问题

发生率高。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精神卫生中心黄永兰教授说，

精神科应介入乳腺癌患者的

多学科联合诊疗，对可能发生

心理风险的患者，从治疗早期

就应对其进行针对性干预，并

将精神心理方面的干预与评

估贯穿治疗、康复乃至整个生

存期。

黎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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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器官捐献常见问题

离开这个世界时，是否可以留下些什么？ 专家倡议———

人体器官捐献

用另一种方式活着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是

选择带走一切还是留下些什么？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6 月 11

日，是我国第二个人体器官捐献

日， 今年的主题为 “器官捐

献———我愿意” 。当天，贵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举行主题为“器官

捐献———我并没有离开，只是用

另一种方式活着” 的义诊活动。

不少市民来到现场咨询，并填写

了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

书》。

“现在，我们医院的器官供

给比例达到 30:1，患尿毒症需

要进行器官移植的病患是最

多的， 但 30 个患者里面只有

一人可以得到器官移植。 得不

到器官的尿毒症患者，每周有

三天需要到医院进行透析 ，非

常痛苦。 我们希望通过公众教

育宣传活动 ，提升大家对于器

官捐献的关注、 了解与支持；

同时， 当好爱心的传递者，让

更多的人获得新生。 ” 贵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移植科副主

任医师牛玉林介绍，6 月 11 日

当天就有 17 名爱心人士登记

了捐献器官的信息。 ”

去年在贵医大附院接受肾

移植的罗女士是一位接受器官

移植的幸运儿。 “如果没有捐献

者的无私大爱，我依旧在依靠透

析度日，生活质量无从谈起。” 活

动现场，罗女士完成了器官捐献

登记。 她表示，自己重获新生后，

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健康，选择加

入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正是希

望将爱传递下去。

“从 2014 年到现在，贵州省

参加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人

数有 2000 多人，全省实现器官

捐赠是 126 例。 今年已经实现

66 例器官捐赠。 ” 贵州省红十

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邓慧说，尽管如此，捐献器官

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

者数量相比仍存在着巨大差

距。

邓慧说，如果愿意在生命

走到尽头时，用自身器官换来

他人新生，市民可以通过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官

方网站进行登记 ，也可以在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的微信公众

号上了解报名方式和相关的

信息。“举办义诊活动，希望公

众可以了解器官捐赠的理念 ，

让自己的爱心可以传递 ，让生

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 ” 邓

慧说。

本报记者 常青

1、什么是器官捐献？

器官捐献就是当一个人

不幸去世时，根据本人或家属

的意愿， 将其功能良好的器

官，以无偿的方式，捐献给器

官功能衰竭急需器官移植的

患者， 让他们能够延续生命，

改善未来生活质量，并且能继

续贡献社会。 目前中国红十字

会开展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

工作是指面向社会公众在其

身故后自愿的器官捐献，不涉

及活体器官捐献。

2、 器官捐献者需要具备

什么样的基本条件？

器官捐献并无绝对年龄

限制，主要视捐献器官及组织

的可用性而定。 原则上，有关

器官或组织功能良好，没有感

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

没有癌症 (除原发性脑肿瘤)

者，一般都适合捐献器官。 另

外，专门的医疗小组会评估捐

献的器官是否适合用作移植

后，才会进行手术。

3、器官捐献有哪些方式？

包括两种情况：①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通过书

面自愿申请器官捐献登记，并

且没有撤销该登记，待其身故

后进行器官捐献；②公民生前

未表示不同意捐献人体器官，

待其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

女、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

同意的器官捐献。

4、我还年轻，也需考虑器

官捐献的事情吗？

合适的器官捐献者大部分

是意外或突发疾病的去世者。如

果死者生前没有以书面方式表

达捐献器官的意愿，也没有向家

人表明捐献意愿的话，去世后很

难实现捐献器官的意愿。

5、听说器官移植尚在实验

阶段，我捐的器官会被浪费吗？

器官移植医疗技术在我

国已经很成熟，并早已在临床

应用。 器官移植技术被公认是

治疗器官衰竭的有效方法。 器

官移植给予病人重生及改善

生活质量的机会，而且成功率

非常高，例如肾脏移植，接受

移植的病人一年的存活率在

90%以上。

6、 因器官捐献而产生的

费用需要由我的家人承担吗？

凡捐献者去世后因器官

捐献而产生的费用，均无须家

属负担。

7、 我只愿捐献某一种器

官，其他器官会被摘取吗？

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可在

器官捐献登记表上表明自愿

捐出的器官种类。 此外，在捐

献手术进行前，死者家属需签

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并再次明

确捐献的器官或组织，医生会

严格按照捐献意愿摘取器官。

8、某些器官被切除后，是

否会令遗容遗体受损，影响丧

葬仪式中的遗容？

器官摘取时采取严格的

外科手术标准，如同你在医院

接受任何的外科手术一样，手

术后医师会仔细缝合并且维

护外观。 整个过程中，医护人

员绝对尊重遗体、遗容，并且

最后恢复遗体原貌。

9、 我若签了器官捐献登

记表，一旦遇上意外，医护人

员是否会放弃救我？

拯救生命是每一位医护

人员的天职。 器官捐献只有等

所有抢救措施都失败，医护人

员与病患家属开始讨论死亡

时，才会被提出。 所以曾经表

达过器官捐献的意愿绝对不

会影响到应有的救死扶伤的

医疗宗旨和服务。 只有患者被

医生证实死亡后，才会考虑是

否适合捐献器官。

10、是否可以指定捐献给

某位特定人员？

器官捐献是大爱的表现，

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移植

时需要考虑诸多的因素，如组

织抗原基因(H LA )的类型及血

型等，谁最适合，应由移植专

家小组来决定。

11、器官接受者或其家人

是否会发生到捐献者家中进

行致谢或慰问，导致死者家属

更加伤心难过？

基于尊重器官捐献者和

接受者的隐私权，捐献者和接

受者的基本信息都会严格保

密，医护人员不会透露双方姓

名或个人资料，以避免当事人

不必要的困扰。 如果捐献者和

接受者双方需要，相关工作人

员会告知捐献者家人有关器

官接受者移植手术后的进展，

并且可担任“捐” 和“受” 双

方的联系，传递关怀。 除非家

属同意，我们不会将该项捐献

的消息主动发布给新闻媒体。

健康

快讯

我省高血压专科联盟座谈会召开

将在基层医院

推广高血压专科

本报讯 6 月 8 日， 贵州

省高血压专科联盟座谈会在

贵州医科大学召开，贵阳市 19

家医疗机构共聚一堂，探讨高

血压的规范化诊疗。记者从座

谈会上获悉，目前已确定加入

贵州省高血压专科联盟的单

位有 158 家，在联盟医院内有

条件的医院将逐步建立高血

压专科；下一步，高血压专科

将在基层医院进一步推广。

据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

心、贵医大附院高血压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贵州省高血压专

科联盟的成立初衷，是以贵医

大附院为牵头单位， 对省级、

市级、县级、乡级医疗机构为

主体， 以推动高血压专科化、

规范化发展，提升疑难高血压

诊治水平为任务，逐步形成联

盟医院规范该省高血压的治

疗水平。 此后，将逐步在联盟

医院内部开展双向转诊、技术

指导、人员培训、资源共享等

合作，完善双向转诊、疑难会

诊、住院和门诊化验检查绿色

通道制度， 以高血压为切入

点，推进专全结合的慢病管理

模式，创新远程会诊模式。 目

前，贵州省高血压专科联盟已

有 158 家成员单位，年内预计

将突破 200 家。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高血

压重在预防，按照贵州人饮食

习惯， 食盐受众比例较高，类

似火锅、蘸水、泡菜等食物含

盐量比较重， 容易诱发高血

压。 此外，烟熏食品和酒类也

是导致高血压的诱因之一。

（本报记者 常青）

《学龄前儿童(3～6 岁)运动指南

(专家共识版)》发布

学龄前儿童每天

活动应达三小时

日前，国内首部《学龄前儿

童(3～6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

版)》正式发布，首次提出学龄前

儿童每天活动应达 3小时以上。

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形式

主要包括日常活动、 游戏玩耍

以及体育运动等。《指南》对学

龄前儿童运动提出具体时间推

荐：“全天内各种类型的身体活

动时间应累计达到 180 分钟以

上。 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

体活动累计不少于 60分钟。 ”

针对我国学龄前儿童户外活动

不足的现状，建议“每天应进行

至少 120分钟的户外活动” 。

而对于日益突出的“久坐

行为” 和“电子保姆” 现象及

其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

《指南》特别建议，在保证每

天活动时间和活动强度的前

提下，学龄前儿童每天应尽量

减少久坐行为。 其中看屏幕时

间每天累计不超过 60 分钟，

且越少越好；任何久坐行为每

次持续时间均应限制在 60 分

钟以内。

值得关注的是，《指南》

还强调了运动强度的多样性，

即学龄前儿童的运动不仅要

有低强度活动，更要有中等及

以上强度的活动；要同时兼顾

粗大（大肌肉群）和精细（小

肌肉群）动作的发展。 另外，

学龄前儿童在参与运动时，应

以培养兴趣、树立品德、学习

动作、 丰富运动体验为目标，

避免为获取超越本年龄段的

竞技性运动成绩而进行长时

间、大强度的专业化训练。

证据表明，学龄前期积极

参加体育运动的孩子反而比

总是静坐少动的孩子在今后更

容易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 这

就提醒仅仅 “注重智力开发”

的家长们， 对于学龄前儿童，

最好的智力开发方式就是让孩

子愉快的玩耍、积极的运动。

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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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后放松勿放纵

积极休息是关键

随着今年高考在各地落下

帷幕， 有不少考生在经历紧张

考试后却不知如何科学放松，

身体和心理仍处于疲惫状态。

专家建议，高考后放松勿放纵，

积极休息睡好觉是关键， 有利

于将身心调整到最佳状态。

不少考生反映，为了复习

备考，每天都在繁忙、紧张中

度过，特别是在冲刺迎考的最

后阶段，有的考生睡眠质量不

高老是做梦， 甚至半夜惊醒。

新桥医院神经内科心理咨询

专家戴光明介绍，也有许多考

生认为高考后就可以彻底放

松了， 甚至把放松变成了放

纵，不分昼夜地上网、聚会。

戴光明说， 其实从复习、

考试到等待录取通知书这个

阶段，考生承受着较大的身心

压力。 考后如果骤然放松，不

合理安排和调整生活状态，可

能会导致以后在新的学习环

境中形成焦虑、抑郁、人际交

往困难等适应障碍。

专家建议，考生考后放松

的关键是积极休息， 保证健

康规律作息时间， 白天可进

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阅读一

些有益的课外书籍和外出旅

游等。 在白天调节放松的同

时， 每天晚上保证有 8 个小

时高质量睡眠时间， 这样有

助于身心健康。 李松

智能手机软件 (A pp) 层出不

穷， 其中有一类与健康生活方式

相关。 西班牙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使用健康生活方式软件有助减缓

动脉老化。

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研究人

员招募 833 名成年人参与测试，这

些人年龄最大的 70 岁， 均无心脏

病。 研究人员把他们分为两组：一

组借助手机健康生活软件督促自

己采用有益健康的地中海式饮

食、坚持相当于不低于每天行走 1

万步的锻炼， 另一组不用手机软

件，但两组均会收到饮食、锻炼方

面的口头建议。

3 个月后， 研究人员发现，

“手机软件组” 与对照组都更趋

于地中海式饮食， 但 “手机软件

组” 报告锻炼程度有所提升，饮食

结构更为健康。 更重要的是，“手

机软件组” 的外周动脉增强指数

显著改善且这一状态能够维持一

年。 对照组的外周动脉增强指数

则呈恶化趋势。 外周动脉增强指

数关乎血管弹性。 外周动脉疾病

是一种心脏外围区域的血管疾

病， 会影响周围组织和器官的供

血。

研究人员近日在爱尔兰都柏

林参加欧洲心脏病学会年度护理

大会“欧洲心脏护理 2018” 时报

告了上述研究结果。 研究牵头人

何塞·伊格纳西奥·雷西奥 - 罗德

里格斯说：“我们发现， 健康生活

方式手机软件加上简单的饮食锻

炼指导， 可改善表明动脉老化延

缓和动脉粥样硬化风险降低的生

物指标……健康软件或可成为对

抗动脉老化的有力武器。 ” 乔颖

使用健康生活 App 有助减缓动脉老化

饭点儿已到却仍未进餐，你

可能不只是感觉饥饿， 还会变得

焦躁易怒。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如

果能够正视这种由饥饿引发的情

绪变化， 可以避免人们在餐前莫

名发火。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人

员召集 200 名学生， 把他们分为

节食或吃饱饭两组完成同一套冗

长繁琐的计算机考试。 根据实验

设计， 在即将完成任务时电脑会

崩溃， 这些学生将因此受到考官

指责。 结果，相比吃饱饭的学生，

饿着肚子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考

官是 “讨厌的人” 。 另一项实验

中， 研究人员向 400 人展示同一

个中文符号，结果，饿肚子的人更

倾向于认为这个符号令人不快。

先前研究证实， 饥饿的人易

怒。 英文甚至由“饥饿” (hungry)

和“愤怒” (angry)两个单词结合

衍 生 出 形 容 这 种 状 态 的 新 词

hangry。新词已经收录进《牛津英

语词典》。 至于人们饥饿时为何易

怒， 先前解释认为是血糖水平降

低所致。

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人员认

为，这涉及更复杂的原因，例如饥

饿时人体内会释放更多可体松，

这种压力激素会令人焦躁不安。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人一饿就会

发火，而是饿着肚子时较为易怒。

北卡罗来纳大学助教、 研究

牵头人之一克里斯滕·林德奎斯

特说，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并不善

于识别自己的“饥饿信号” 。 这项

研究的意义在于， 提醒人们注意

因饥饿引发的情绪变化， 免得饿

肚子时稍有不满就情绪崩溃。

研究相关论文发表于美国心

理学工作者学会出版物《情感》。

袁原

别让饥饿激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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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

注意防控乳腺癌伴随的疾病

健康

警示

年轻人腰椎间盘突出

不可小觑

如今腰痛越来越年轻化，

一提起腰痛，最常见的就是腰

椎间盘突出症、腰肌劳损或腰

扭伤等。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骨科主任杨炎鑫介绍，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高发人群是中老

年人，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也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且男

性高于女性，像摔跤、重物、撞

击等一些强大的外力都会使

年轻人得腰椎间盘突出症，久

坐也是病因之一。

杨炎鑫介绍，腰椎间盘突

出症是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

以腰 4- 5、 腰 5- 骶 1 部位的

发病率最高，约占 95% 。 这种

病患的高发人群是中老年人，

因为中老年人不可避免地存

在腰椎间盘的退行性变化，再

加上一些轻微的外力或外伤，

比如猛地扭腰、搬重物用力不

当等， 极易引发腰椎间盘突

出， 轻则下肢放射疼痛麻木，

重则大小便障碍、下肢肌力下

降、截瘫，所以千万不可轻视

腰疼腿疼这些小毛病。

不过，不止中老年人会得

腰椎间盘突出症，青年人也会

得，且男性高于女性，像摔跤、

重物、撞击等一些强大的外力

都会使年轻人得腰椎间盘突

出症，此外，久坐也是其中一

个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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