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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13日讯 (记
者 孔雨童) 自上周本报启
动2017齐鲁抗癌明星暨组织评
选大众投票以来，来自全国的3
万余名癌友和普通市民投出了
6万余张选票，也有很多病友和
家属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抗

癌明星的精神，获得信心和力
量。“我想给他们每人投出一
票，他们都是最坚强的，在向人
们展示最勇敢的一面。”来自济
宁、父亲患喉癌的市民“清凉一
夏”说。本次投票将截止于周三
(15日)24：00，其后将进入专家
评审投票阶段。

经过全国大众连日来的投
票加油，截至本周一，获得最多
大众支持的抗癌明星前三名分
别是王世珍、李建华和陈振刚。
王世珍在35年前患上结肠癌，
坚持服药8年并练习气功瑜伽，
康复至今；李建华的“癌龄”同
样是35年，乳腺癌术后积极康

复，并加入当时的四方癌症康
复协会带领大家一起抗癌；而
陈振刚作为一名食道癌患者，
康复期间积极参加济南市各类
公益活动，至今康复16年了。在
抗癌组织投票中，淄博抗癌健
身乐园、济宁市福缘癌症康复
指导中心以及启明星生命关爱
服务中心分列前三位。

通过本次活动，31位抗癌
明星和全省10家抗癌公益组织
的抗癌故事也形成了一股正能
量洪流，深深感染着癌症患者
群体、家属和大众。连日来，本
报抗癌平台“癌Ai不孤单”不断
收到各地朋友的留言。一位患

脑膜瘤2年的患者说：“看了他
们的事迹，很振奋，增强了抗癌
的信心”；家属“朵朵妈”说：“家
里爷爷是癌症患者还在治疗
中，我把这次很多抗癌明星的
故事给他看了，他很感动，说原
来真的有那么多康复了二三十
年一点事没有的，我们平时看
不到这些，谢谢”；市民董力说

“希望多搞一些鼓励的活动，给
暂时生病的朋友加油鼓劲，愿
他们乐观长寿，也给我们精气
神鼓励”。

本周，2017抗癌明星暨抗
癌组织大众投票还剩最后三
天，希望更多的你们也来一起

给他们加油。
市民投票时间：2017年11月

8日—11月15日
市民投票平台：“癌Ai不孤

单”公众号(每个微信号每天有
5次投票机会，一次可投多人或
组织)

66万万余余选选票票为为““抗抗癌癌正正能能量量””加加油油
抗癌明星暨组织大众投票15日24时结束，癌龄35年的抗癌达人暂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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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丈夫夫的的呵呵护护助助我我走走过过3355年年抗抗癌癌路路””
去年再次查出患癌，她乐观豁达面对

抗抗癌癌需需医医患患、、家家庭庭
和和社社会会共共同同参参与与
山东地市级抗癌俱乐部建设研讨会在济南举行

见习记者 王倩

手术18年后，她才

知道患癌真相

1976年，王世珍检查出结
肠上长了息肉，当时她并没有
当回事，而且怕耽误工作，也怕
治病花钱，再加上丈夫正在出
差，治病的事就一再耽搁下来。

“没想到这一耽搁，肠息肉发生
了恶变，让我们付出了更大的
代价。”

到了1982年秋天，6年前王
世珍没有当回事的肠息肉恶变
成了结肠癌。“当时，我经常出
现排便困难的情况，就去了山
东省立医院进行检查。”王世珍
说，检查后就直接进行了手术，

“当时结果是老伴拿的，他只告
诉我说是肠息肉，手术切除掉
就好了。”

“检查结果出来是结肠癌，
当时我就瘫在了地上。”王世珍
的丈夫张登翔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还是一阵后怕，“在那个年
代被确诊为癌症，基本就是判
了死刑，我不敢让她知道真相
啊。”张登翔为了让老伴安心治
疗，就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之后，王世珍八天内做了
两次手术，截掉了16厘米的结
肠，“手术整整进行了5个多小
时，出手术室后的三天，她都不
睁眼、不进食，也不认人，一直
到第四天下午才缓过劲来。”

除了每天到医院照顾老
伴，张登翔还要照看父母，“我

住院的四十多天里，他每天都
要骑将近一百里地，等我出院
的时候，他整整瘦了17斤。”王
世珍说，自己能走到现在，多亏
了老伴的呵护与陪伴。

“患病后，我们家做饭的任
务就由老伴主动承担起来，几
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现
在。”王世珍提起老伴，脸上还
是充满了感激，“有22年吸烟史
的他，在我患病后也戒了，他说
不仅能保证家里健康的环境，
还能节省不少开支。”

张登翔为了瞒住真相，将
王世珍用的所有药瓶的标签都
撕了重新贴，连随访记录都是
张登翔自己拿到单位填完了再
偷偷送回医院。直到1999年夏，王
世珍因更年期综合征住进了济
南市中心医院，在出院的时候她
发现了曾经患有癌症的记录，

“当时我号啕大哭，担心自己没
有几天的活头了。”实际上从手
术到王世珍发现患癌已经过去
了18年，张登翔耐心地把事情从
头讲给王世珍听，再一次用爱
抚平了王世珍激动的情绪。

再次患癌，她有信

心再战35年

康复的路并不平坦，2008
年，王世珍在体检时，发现肠壁
上又长了若干息肉，“我知道后
立即进行了手术，医学微创手
术的产生和发展给我减少了不
少痛苦。”由于体质原因，王世
珍从那以后每年都会出现息
肉，“一直到现在，我每年都要

都要手术切除四五个肠息肉，
到今年已经做了八次。”手术虽
为微创，但是灌肠、清肠、手术
时的痛苦也必须面对和承受，
可王世珍不害怕、不急躁，依然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我相信

‘心宽一寸，病退一丈’。”
身体有所恢复后，王世珍

就一边工作一边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最开始她只是开始力所
能及地散步、晨练，后来开始练
瑜伽、做气功，“从鹤翔庄到中
华智能功，最后我选定了瑜伽
和郭林气功。”

除了锻炼身体，几十年来，
旅游也成为王世珍夫妻生活中
的必需品，从黑龙江到海南，从
新疆到西藏，从西双版纳到广
西银滩、从湖南张家界到安徽
黄 山 、从 乐 山 大 佛 到 九 寨
沟……他们近乎跑遍了整个中
国。“新世纪初，我们先后去了
香港、澳门、宝岛台湾，饱览了
祖国的大好河山，欣赏了山水
美景，2011年之后，我们又先后
去了新马泰、韩国、欧洲十国。”

回顾总结几十年来“与癌
共舞”的日日夜夜，平常的生活
给了王世珍夫妻俩不平常的教
育。去年王世珍又被检查出肺
癌，但是现在的她比丈夫更加
豁达、乐观，“想到生活条件翻
天覆地的变化，当今医疗技术
的突飞猛进，社会对癌病患者
的多方关爱，我们有信心、有条
件、有能力再次战胜新的癌症，
可恶的癌病已经考验了我35
年，我做好了准备，再同肺癌周
旋、较量新的35年。”

本报济南11月13日讯
(记者 孔雨童) 各地的抗
癌组织一直是省内群体抗癌
的生力军。11月11日，山东省
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分会地市
级抗癌俱乐部建设发展研讨
会在济南举行，来自济南、淄
博、德州、济宁、临沂、菏泽、
聊城、潍坊、威海等地抗癌俱
乐部的会长出席了会议，齐
鲁晚报代表也现场分享了宣
传及组织抗癌活动、打造抗
癌平台方面的经验。

山东省抗癌协会癌症康
复分会主任委员刘同亭作了

《不忘初心，精准康复，合力
前行》的报告。刘同亭介绍，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发

布的数据，全国每天约1万人
确诊癌症，到85岁，一个人患
癌症风险有36%。“从生物的
角度上讲，癌症的发生是局
部的组织器官出现增殖大于
凋亡的过程，人的生老病死
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必然
有一个疾病来让生命终结。”
因此，肿瘤已经成为一个常
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大众
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
对；同时，在精准治疗的理念
下，每一个人的治疗应当不
仅有医生的参与，还要包括

患者本身，以及家庭和社会
的参与。

会上，山东省抗癌协会
癌症康复分会常委刘彦东还
做了《中国式肿瘤康复模式
的探索》的分享，对当下国内
外大众抗癌的模式进行了分
析。“肿瘤康复是一种大的系
统工程，不是单一个产品、治
疗或举措就能奏效”。刘彦东
说，肿瘤康复在国际上分为
四个方面：社会心理支持，体
能优化，职业辅导，社会功能
的优化，在美国有专门的“癌
症教练”，而国内这方面还做
得很少。“在注重这些之外，
还应当把中国传统文化，中
医中药，武术气功以及中国

的食疗文化纳入肿瘤康复的
研究中来。”

济南市抗癌俱乐部主任
王志刚作为代表，对济南抗
癌俱乐部建设进行了介绍；
各地市会长也进行了发言。
会议宣布了“美丽e生”爱康
俱乐部联谊行启动，山东省
抗癌协会肿瘤康复分会将组
织有爱心的医生、专家和社
会团体形成“专家讲师团”到
基层和癌友群体中去，进行
公益讲座，帮助各地科学抗
癌、群体抗癌的开展。

35年前，王世珍被查出
结肠癌，在那个谈癌色变的
时代，她的疾病给家庭带来
了很大的打击。

“丈夫一直没有告诉我
实情，我以为自己就是肠息
肉，直到18年后我才看到了
自己的病历。”今年72岁的王
世珍告诉记者，“是丈夫对我
的呵护与支持助我走过了这
35年。”

2011年7月，王世珍
与布达拉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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