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9生命2017年6月1日 星期四

编辑：胡淑华 组版：马秀霞

七七成成癌癌痛痛患患者者未未接接受受规规范范镇镇痛痛治治疗疗
癌痛是一种病———“蔚蓝丝带”大型公益活动在山东举行

本报记者 孔雨童 王倩

“中国的患者太能忍”

近年来，我国肿瘤发病率
逐年上升，癌症已从过去的“罕
见病”变为“常见病”。山东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3年山东省约有14万人
死于恶性肿瘤。

专家介绍，癌痛是肿瘤
患者最常见的伴随性疾病，
其发生率高达6 1 . 6%，其中
50%的疼痛为中度至重度疼
痛。癌痛会造成癌症患者生
理和心理上的巨大痛苦，然
而，“癌痛不是病”的观念往
往让患者忽视了癌痛治疗，
约有70%的疼痛患者未接受
规范化的镇痛治疗。

24日，在省肿瘤医院举行
的“蔚蓝丝带”大型公益活动
中，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李宝生
介绍，中国的患者认为癌症疼
痛就该忍着，患者极少主动向
医务人员报告疼痛。“尤其是男
性患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
为喊疼是羞愧的，这是不对
的。”

山东已建59个“癌
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
房”

我国的癌痛规范化治疗已
取得一定成效。2011年，由原卫
生部主办，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承办，萌蒂(中国)制药
有限公司支持的“癌痛规范化
治疗示范病房”项目 ( 简称

“GPM-Ward”)在全国开展。截
至2016年12月，全国已创建67
家国家级及近千家省市级示范
病房。

2017年4月，山东省卫计委
委托山东省肿瘤质控中心负责

“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
建活动的组织、评估和审核工
作，并对山东省已创建的59个
示范病房进行督导检查和重新
评估，探索建立肿瘤规范化诊

疗管理的长效机制。
与此同时，山东省肿瘤医

院也率先在全省启动创建了
“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医院”项
目，将癌痛规范化治疗从科室
普及到全院，形成一套针对癌
痛患者规范化、常态化、系统
化、人性化的疼痛管理体系，让
门诊患者也可以享受规范化镇
痛治疗。

癌痛会对治疗产
生不良影响

除了医院层面的努力，患
者对癌痛的认知也关系着癌痛
治疗、控制的规范化能否最终
落地。医生一项重要的职责就
是让患者了解疼痛，进行癌痛
规范化治疗的疾病科普工作。
山东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李宝生
介绍，患者首先应当知道，癌痛
如果不好好控制，不仅影响生
活质量，对病情也会产生不良
影响。“长期吃不好、睡不着会
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而肿瘤
细胞一般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
发展最为迅速。”

“医生还应当教会患者如
何使用镇痛药物，并明确告知
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李宝生
教授解释说，“患者预先知晓这
些，就不至于过度紧张，不会担
心成瘾问题，可以放心使用阿
片类药物，即使产生一些副作
用，医生也能够及时有效地进
行处理。”

“最后，要让患者知道，对

于一些慢性疼痛来说，控制疼
痛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李宝
生说，疼痛不仅发生在患者住
院期间，也可能发生在回家后
的康复期。“要让患者建立与医
护人员沟通的意识，才能互相
配合，达到良好控制疼痛的目
的。”

关于“蔚蓝丝带”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
肿瘤医院院长，“蔚蓝丝带”关
爱癌痛患者协作组组长于金明
院士介绍，2016年4月，“蔚蓝丝
带”关爱癌痛患者大型公益活
动正式启动，旨在帮助公众正
确认识癌痛，树立抗痛治疗与
抗癌治疗同等重要的观念，提
高癌痛规范化治疗的总体水平，
最终帮助广大癌痛患者实现“无
痛生活，品质人生”的夙愿。2016
年，“蔚蓝丝带”开展了系列关爱
癌痛患者的公益活动，被人民
日报集团授予健康行业“2016
年度十大公益榜样”。

今年2月，“蔚蓝丝带”大型
公益活动“走进‘癌痛规范化治
疗示范病房(GPM-Ward)’”在
广州启动，2017年“蔚蓝丝带”
还将陆续走进济南、北京、福州
等多地的“癌痛规范化治疗示
范病房(GPM-Ward)”，推广

“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
(GPM-Ward)”的先进经验，提
高全社会对癌痛和癌痛患者的
关注度，帮助癌症患者有效控
制疼痛，提高生活质量。

癌痛在肿瘤患者中的发生率高达61 . 6%，然而在国人
“癌痛不是病”的观念之下，我国有7成患者未接受规范的
镇痛治疗，还在苦苦忍受。

5月24日，“蔚蓝丝带”大型公益活动在山东省肿瘤医
院举行。作为国内首个关爱癌痛患者公益活动，“蔚蓝丝
带”旨在通过与专家、护理顾问、患者的互动，帮助广大公
众了解“癌痛是病”，规范化的治疗可以有效缓解癌痛，以
此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5月24日，在山东省肿瘤医院举行的“蔚蓝丝带”大型公益活动

中，医护人员模拟演示如何进行癌痛评估。

山山东东青青少少年年近近视视检检出出率率过过半半
“山东近视矫正机构品牌榜”开评

本报记者 焦守广

2014年山东青少年
近视检出率全国第三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
告称，目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
达6亿，几乎是总人口数量的一
半。我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
率均已超过7成，并逐年增加，青
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小学
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

在山东，近视情况也不容
乐观。一位北京学者绘制全国
儿童青少年近视分布图，详细
描述了全国“小眼镜”的流行趋
势。2005年、2010年和2014年我
国7-18岁儿童青少年平均近
视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4 7 . 4 % 、
55 . 6%和57 . 2%。2014年，山东
以66 . 9%的检出率位列全国第
三位，前两位的省份分别是江
苏和上海。

从全国范围来看，近视的
检出率在不断增加并且近视年
龄不断提前。2005年高流行区
仅有3个省份，并且都在东部沿
海，到2014年则增至东部和中
西部10个省份，山东和江苏始
终处于高流行区。《国民健康视
觉报告》指出：预期到2020年，
近视人口将达7亿，患病率近
50%。

矫正方式不对，当
心适得其反

专家提醒，矫正视力一定
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或者视力
矫正机构，经眼科医生检查诊
断后，再由眼视光医生和验光
师给出合理的矫正建议和正确
的治疗方法。否则矫正方式不
合适，不仅无法矫正近视，还会
造成近视度数加深。

齐鲁医院眼科大夫黄超介
绍，目前矫正视力采用的方法
主要有三种：佩戴框架眼镜、角
膜塑形镜和激光手术治疗。佩
戴框架眼镜是最常被采用的，
其缺点是影响外观，但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眼镜架越来越
轻，眼镜片从玻璃镜片发展到
目前广泛使用的树脂镜片。

角膜塑形镜的优点是对影
像的变化影响最小，不影响外
观，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能矫正。
但其也有一定的缺点，如过敏、
感染、角膜损伤等。

激光手术治疗屈光不正原
理与配戴眼镜基本相同，只是
通过切削角膜使其变薄，从而
矫正屈光不正。但需要注意的
是，激光手术并不适合18岁以
下的青少年及儿童。

除以上三种常见的矫正视
力方式，近年来市场上还兴起

了中医治近视热潮，包括中药、
针灸、耳针、穴位按摩、电磁疗
法等，当然，这几种治疗方法各
有优缺，具体适不适合自己，还
需听询医生的意见。

哪家近视矫正好？
欢迎来评！

各类视力矫正康复机构越
来越多，到底哪种视力矫正方
式最好？哪些视力矫正机构最
靠谱？在第22个全国“爱眼日”
到来之际，同时恰逢齐鲁晚报
创刊30周年，齐鲁晚报特启动

“品牌照齐鲁——— 山东近视矫
正机构品牌榜”评选活动暨爱
眼日特别报道。

活动旨在通过公众投票、居
民体验、专家评审等环节，评选
出山东近视矫正机构品牌榜，同
时专题报道视力矫正专业知识，
为广大市民选择视力矫正方式
和矫正机构提供一定参考。

报名或参与投票可扫描二
维码：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亿，高中生和大学生
的近视率已超七成，小学生的近视率也近40%。为给广大读者提供视力矫正参考，自即日
起，齐鲁晚报特启动“品牌照齐鲁——— 山东近视矫正机构品牌榜”评选活动暨爱眼日特别
报道。

葛医药资讯

肌肌肤肤瘙瘙痒痒 体体癣癣 牛牛皮皮癣癣
肌肤瘙痒、体癣、牛皮

癣给人带来不尽的烦恼,治疗
皮肤病,拥有一身健康的肌肤,
享受美好人生,这是每一位皮
肤病患者梦寐以求的事。

陕西科学院研制生产

的疗癣卡西甫散组合具有
清除碱性异常黏液质、燥
湿、止痒之功能,用于治疗肌
肤瘙痒、体癣、牛皮癣。

祛癣专线:400-833-1911
货到付款

说到孙思邈，那可是经
历西魏、北周、隋朝、唐朝四
个朝代的老神医，享年141
岁，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名医。
据传，隋文帝、唐太宗、唐玄
宗几朝皇帝都找他医好过
病，被后人誉为“药王”，奉之
为“医神”。其实，孙思邈一生
得过两次“咳喘”病，他自己
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总结出
一套“夜治咳喘妙方”，医好
了自身的咳喘病，也让广大
的咳喘病患者摆脱了痛苦！

孙思邈“夜治咳喘妙方”
历经千年传承，组方精妙，工
艺独特，服用方法精准，治疗
疾病效果神奇，2015年9月，
组方及炮制工艺两项均被评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思
邈开创了中医治疗老咳喘病
的先河，解决了老咳喘病久

治不愈的难题，也让中医治
疗咳喘病走到了前沿。从此，
老咳喘患者可在睡眠中就能
轻松告别疾病困扰。
孙思邈告诉你一个
与众不同的“咳喘妙方”

如果您去医院打过很多
吊瓶的激素、吃过很多中西
药还是久治不愈，如果您正
在经受老咳喘病的折磨，请
快快来电申领孙思邈“夜治
咳喘妙方”，这是一个值得您
信赖的夜间治咳喘妙方，给
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咳喘病
治疗方法，让您受益无穷。通
过阅读孙思邈“夜治咳喘妙
方”，很多疑问您都可以从中
找到答案；您还可以从众多
真实案例中吸取经验，少走
弯路，让你远离咳喘病！
免费申领热线：400-1622-177

老老咳咳喘喘

久久治治不不愈愈怎怎么么办办？？
咳、喘、痰、憋、闷有问题，孙思邈一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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