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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造造更更加加前前移移的的““癌癌症症防防线线””
山东省癌症防治与健康促进大会在临沂举行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培训基层肿瘤大
夫的“火眼金睛”

此次大会共设有内镜技术培
训、病理、护理及消毒、病理和管
理等多个分会场，并邀请来自日
本的医学专家布袋屋修、山本赖
正以及王贵齐、李延青、孙青、许
洪伟、李增军教授等，从消化道内
镜、病理等不同领域对基层医生
进行培训，旨在更广泛地提升基
层癌症早期筛查和诊断能力。

“我国的食管癌、胃癌、结直
肠癌一年新发病例150万，发病
和死亡率都占到我国恶性肿瘤
的30%以上。然而，我国胃癌、食
管癌等消化道肿瘤治疗和预后
跟日本和美国都有非常明显的
差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癌症早
筛方面的差异。”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内镜科主任王贵齐教授
表示，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调查
发现，癌症筛查对美国癌症发病
死亡降低的贡献高达70%，这也
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癌症早期筛
查，“我们在早诊早治方面还有
很大的空间。”

王贵齐说，中国目前在食管
癌、胃癌、结直肠癌三大类癌种
上早诊率还比较低，再就是卫生
资源和能力上存在差异，地区之
间不均衡，“我们一直在强调医
学的创新，但是不能忽视规范
化，要致力于卫生资源的均质
化。”

而此次大会的重头戏之一，

就是对基层医生的培训，“训练
好基层医生的火眼金睛，才能更
多地实现癌症的早期发现，提高
整个癌症的预后。”一位参会的
基层医生表示。

近10年国内肿瘤5
年生存率提升10%

在此次大会上，中国科学院
院士、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公
布了最新的肿瘤登记数据，中国
癌症年发病达380.35万；发病前十
位的肿瘤，男性为肺癌、胃癌、肝
癌、结直肠癌、食管癌、前列腺癌、

膀胱癌、胰腺癌、脑瘤、淋巴瘤；女
性为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甲
状腺癌、胃癌、子宫颈癌、肝癌、食
管癌、子宫体肿瘤、脑瘤。

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是，我
国癌症的五年生存率已经在10
年前的30 . 9%提升至40 . 5%，提升
了约10%。

“对于这个数字，有很多因
素在起作用。比如国家对早诊早
治的推行，再比如，医疗水平的
进步，尤其是乳腺癌的治疗水平
的提高，预后的改善，给这个数
据变化带来贡献。”赫捷说。

山东的癌症发病在逐年上

升。2017年，山东省恶性肿瘤报
告发病率达到了307 . 47/10万，比
2011年(240 . 39/10万)上升27 . 90%，
死亡率达到176 . 96/10万，列居民
死亡原因的第二位。专家表示，
山东省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
程度高，部分重点癌症如肺癌、
食管癌、胃癌的发病率处于较高
水平，这些都提示在防癌抗癌方
面还有诸多挑战。

打造一条更加前
移的“抗癌战线”

为了应对老龄化及各种因

素导致的癌症高发，十几年前开
始，山东省就以癌症早诊早治工
作为抓手，大力推广癌症防治适
宜技术，致力于构建全省癌症防
治综合网络。

“我们必须把这条更加前移
的防癌抗癌战线建立起来。”山
东省癌症中心副主任、省肿瘤防
办主任王家林介绍说，自2012年
至今，山东省癌症用以推进实施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点逐年增加，
从2012年的19个增长至2017年底
的80个，已经覆盖全省17个市，
全省共完成上消化道癌、大肠
癌、乳腺癌、肝癌、肺癌临床筛查
任务近400000例，确诊各类病变
患者8498例，其中癌前病变和早
期癌症7325例，治疗7850例。

癌症防治适宜技术培训和
推广是我省癌症防治工作的重
点内容之一。十几年来，山东省
癌症中心、省肿瘤医院、省肿瘤
防办累计主办、承办国家级、省
级或区域性专业技术培训1000
余次，培训技术人员12000余人
次，显著提升了项目点乃至全省
癌症防治技术水平，广泛推广了
癌症防治适宜技术。

“我们仍然面对很多问题，
比如大众主动参与癌症防治的
积极性不高。“谈癌色变”、“讳疾
忌医”等现象仍然存在，部分大
众对癌症了解不够，片面认为癌
症是“不治之症”，参与癌症防治
不主动。”王家林说，每一个市民
大众的参与，对于癌症防治非常
重要，省癌症中心、省肿瘤防办
也将组织更多肿瘤医学专家，参
与到面向大众的科普工作中来。

本报记者 王倩

病情复发是治疗
的最大障碍

据刘增训介绍，精神分裂
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
障碍，具有认知、思维、情感、行
为等多方面精神活动的显著异
常，可能会导致明显的职业和
社会功能损害，是导致精神残
疾的最主要疾病。“据世界卫生
组织估计，精神分裂症的终身
患病率大约为3 . 8‰～8 . 4‰。”

在讲座中刘增训告诉大
家，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显著增
加患其他精神疾病的风险，不
仅会影响个人成长与发展，还
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和压力。

“如果患者是在青少年时
发病，很容易迁延至成年。”

“但是大家也不应该戴着
有色眼镜看精神分裂症，它是
一种疾病，并不是思想问题或
品质问题。”刘增训表示，精神
分裂症是精神疾病中很常见的
一种，六成以上的患者通过合
理治疗能获得临床疗效。

数据显示，现有抗精神病
药物对50%-80%的精神分裂症
阳性症状患者有明显疗效。

“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与高
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一
样，希望一次性将精神分裂彻
底治好、一辈子不再发作的想
法是不现实的。”刘增训在讲
座中提醒大家，在治疗精神分
裂症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障
碍是病情复发。

研究显示，在没有维持有
效治疗的情况下，60%-70%的
患者将在1年内复发，约90%的
患者会在2年内复发。“如果患
者病情复发，不仅会损害大脑
功能，使病情进一步恶化，同时
会进一步加重家庭和社会的负
担。”刘增训说，中断治疗是造
成精神分裂症复发最主要的因
素，未坚持服药患者的复发比
例远高于坚持服药的患者，“坚
持服药的患者复发率为40%，
而不坚持服药的患者复发率则
高达80%。”

精神分裂症治疗
难度大，需长期服药

据刘增训介绍，精神分裂
症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
物治疗，“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
症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其能够
有效地控制症状、缓解发作，帮
助患者恢复功能；非药物治疗
则需要心理治疗和家庭教育同
时进行，以促进患者的康复。”

需要注意的是，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是对症治疗，控制症
状，而不是对病治疗，“患者症
状不同，即便都是精神分裂症，
所需的药物也不一定相同。”

刘增训在讲座中告诉大
家，目前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
有口服片剂和长效针剂两大类
剂型，“口服药物在长期治疗中
可能会存在忘记服药、不愿意
服药、擅自减少药量等情况，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增
加复发风险。由于精神分裂症
患者需长期服药，因此推荐患
者优先选择新型长效针剂。”

除此以外，精神分裂症还
需进行心理治疗，“心理治疗
主要作为患者药物治疗后的
一种辅助干预措施，以帮助患
者坚持长期的药物治疗，降低
复发率，促进患者身心功能更
好地恢复。”刘增训提醒大家，
心理治疗应由专业的治疗师
引导进行，这样有助于从多方
面帮助患者提高对疾病的认
识、改善行为，从而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

同时，家庭护理及康复训
练也是治疗精神疾病的一个重
要手段，家庭的支持和关爱可
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
的效果，减少疾病的复发，“我
国约有9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生活在家庭中，来自于家庭成
员的情绪气氛和行为表现对患
者的预后有着重要的影响。”刘
增训在讲座中表示，家庭成员
主动参与患者的医疗康复活
动，更有助于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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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及康复需要医院和家庭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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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齐鲁心理健康大讲堂

7月26日-28日，由山东省癌症中心、省肿瘤医院、省抗癌协会等主办的山东省癌症防治与健康促
进大会暨癌症早诊早治中国行—山东站在临沂举行。来自全省380余家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
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以及全国29个省份的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负责人和国内外肿瘤防治专家共计1000
余人参与此次盛会。

在癌症高发的今天，早诊早治是国际公认的防治癌症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此次大会邀请国内外知
名专家解读我国癌症防治现状、策略与政策措施，就上消化道癌防治适宜技术进行培训和推广，并探
讨了癌症精准防治及健康管理策略。

越来越多的新闻和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精神分裂症”，在电视
剧《七个我》中张一山饰演的沈亦臻更是罕见地拥有七重人格。

精神分裂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真的有那么可怕吗？26日下午，
本报与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主办的心理健康大讲堂邀请了山东
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刘增训，为大家详细介绍了精神分裂症的
危害并就如何正确应对精神分裂给出了专业建议。

刘增训，医学博士，山东
大学教授，山东大学硕士生
导师，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主任医师。

2010年参与(第二)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课 题

“Mesocortical多巴胺亚群神
经元的靶向投射与精神分裂
症起因的研究”。2011年承担
山东省卫生厅课题(课题编
号：2011WSB06007)“中国汉
族人群5-羟色胺3A、3B受体

基因多态性与酒依赖的关联
性研究”。2012年承担了山东
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课题
编 号 ：2 0 1 2 Z R B 1 4 1 5 4 )

“micrRNA-133b在甲基苯丙
胺致心理渴求中的作用”。近
五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
余篇，发表SCI文章两篇。

擅长治疗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躁狂症、强迫症、焦
虑症、失眠症、戒酒戒毒及心
理咨询和治疗。

专 家 简 介

7月26日-28日，山东省癌症防治与健康促进大会暨癌症早诊早治中国行—山东站在临沂举行。通讯员 唐基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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