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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情报告

谁谁是是癌癌症症易易感感人人群群

本报记者 徐洁 李钢

肺癌是恶性肿瘤

死因之首

每时每刻,我们的身体既
会有大量的新细胞产生,也会
有大量的旧细胞死亡。细胞的
分裂和死亡需要一种精确的
动态平衡,人体的组织和器官
才得以维持健康,这似乎是人
类诞生之初就被输入身体的
控制程序。当这一程序被打
破 ,分裂增殖机制失常 ,癌症
就会产生了。

根据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对我省居民2012年肿瘤发
病情况的监测,恶性肿瘤为山
东 省 居 民 首 位 死 亡 原 因 ,
25 . 2%的死亡为各种癌症所
致。其中,肺癌位居恶性肿瘤
死因之首,占全部恶性肿瘤死
亡的31 . 3%。

山东省肿瘤医院肿瘤内
科主任郭其森说,不仅是在中
国 ,世界范围内 ,肺癌在男性
恶性肿瘤中发病、死亡率均排
第一位,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
第一位是乳腺癌,死亡率第一
位仍是肺癌。

几年前,在导致死亡的恶
性肿瘤中,肺癌并非是第一位
的。

郭其森说,癌症的发生是
内外综合因素导致的,但就肺
癌来说 ,有研究表明 ,遗传易
感基因在肺癌发生中的作用
不大,大气污染等环境因素、
吸烟等个人生活方式等是关
键致病因。

“吸烟,无论是主动的还
是被动的,对肺部的危害都很
大,吸烟人群发生肺癌的危险
性要比不吸烟人群高20倍,肺
癌患者大部分有吸烟史。”郭
其森说,雾霾天气中的PM2 . 5
吸入肺中会永久停留在肺泡
中 ,导致肺泡突变 ,对肺部的
伤害是肯定的,但并不是今年
呼吸了雾霾 ,明年就会生病 ,
雾霾对肺癌发生率上升的作
用过二三十年会有定论。

此外,化学污染如装修产
生的甲醛也是肺癌致病因素
之一,女性患有肺癌还与厨房
油烟污染有关。郭其森说,油
温达到270℃时,油烟中会产
生致癌物质,此外长期接触粉
尘的矿工也是肺癌的高危人
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登记的
肺癌就诊者职业大多为工人、
农民 ,该院统计者认为 ,这与
工人农民中吸烟人群较为集
中有关。

山东省肿瘤防治办公室
副主任王家林研究员说,小环
境也可能是诱发肺癌的因素,
像以前许多家庭厨房使用蜂
窝煤,小环境就不好。此外,体
重超重、缺乏锻炼、蔬果摄入
量低也是可能的癌症发病原
因。

男性发病

明显高于女性

前不久,知名企业家李开
复在微博中自爆确诊患有淋
巴癌,引发网友关注。

不知从何时起,癌症变得
常见起来。

根据省疾控中心统计,我
省肿瘤登记人群中,恶性肿瘤
发病率居于前4位的依次为呼
吸系统恶性肿瘤、胃恶性肿
瘤、食道恶性肿瘤及肝脏恶性
肿瘤,其中男性、女性与全人
群顺位略有不同,女性中第2
位是乳房恶性肿瘤。

受各个医院医疗特长等
因 素 影 响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2012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收
治恶性肿瘤病人数量排名前
三位的为肺癌、乳腺癌和淋巴
癌；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收治的
肺癌、食道癌、甲状腺癌病人
较多；山东省肿瘤医院收治的
胃癌、肝癌、食道癌、直肠癌人
数排在肺癌人数之后。

郭其森说,发霉变质的谷
物、植物油中含有的黄曲霉
素、乙肝病毒容易导致肝癌,
从养生角度来讲,脾气暴躁、
抑郁伤肝 ,将导致肝部病变 ,
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也是肝
癌高危人群。

医学科技水平在发展,不
少癌症死亡率却呈上升趋势。
据省疾控中心统计,前10位恶
性肿瘤中除胃癌、肝癌、食管癌
和白血病外,其余肿瘤死亡率

均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最大
的为淋巴瘤,其次是胰腺癌。

王家林认为,缺乏及时规
范的早期诊断,是癌症高死亡
率的重要原因。“医学发展到今
天,癌症晚期的治愈率并没有
很大的提高,可以说,癌症的治
愈主要依靠早期诊断。”王家林
说,但令人遗憾的是,多数肿瘤
患者一经诊断就是晚期,失去
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以肺癌为例 ,据相关统
计 ,CT对于周围型肺癌最为
敏感,增强型CT对于3毫米以
上病变的敏感性为90%,对于
1厘米以上病变的敏感性可达
95%。王家林说 ,其实许多癌
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后,效
果很好,病人可以正常生存。

此外 ,恶性肿瘤的发病 ,
男性数量和比例明显高于女
性。

我省肿瘤登记人群中,男
女性患者性别比为147:100。
肺癌的发生率男性明显高于
女性。根据省疾控中心监测数
据 ,每十万人中 ,男性发病人
数比女性多一倍。在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 , 1 413名肺癌人数
中,男性就占了905人。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统计的肺癌患者
中70 . 24%为男性。

发病年龄

呈低龄化趋势

我省疾控中心公布的恶
性肿瘤年龄变化表上显示,45
岁以上,恶性肿瘤发病率曲线
开始上扬,55岁后上升最明显,
曲线的上扬一直持续到80岁。

在此份调查表中,肺癌、肝
癌、胃癌、食道癌的发病年龄集
中在45岁-80岁之间,乳腺癌发
病年龄以40岁-60岁较为集中,
宫颈癌发病年龄以40岁-50岁
人数最多,甲状腺癌发病集中

年龄为40岁-60岁。
省千佛山医院1413名肺

癌患者中,50岁-59岁之间为
423人,60岁-69岁之间为412
人,70岁-79岁之间为312人,
其他年龄段数量明显较少。齐
鲁医院统计数据表明:肺癌发
生年龄段集中在45岁以上到
60岁之间,这是一个“峰”。

郭其森注意到一个现象,
肺癌的发病年龄近年来有低
龄化的趋势 ,“以前 , 4 5岁以
上、有吸烟史的为高危人群,
现在20多岁、30多岁的病例都
有,且没有吸烟的习惯。”

王家林介绍,近20年的数
据显示,我国癌症发病呈现年
轻化趋势,包括乳腺癌、肺癌、
结肠癌等发病年龄均低于此
前年龄,乳腺癌发病从20岁至
25岁开始增加,45岁到50岁达
高峰 ,比西方女性提前了10
岁；肺癌40岁-50岁患者越来
越多,美国肺癌平均发病年龄
67岁；结直肠癌平均发病年龄
为48 . 3岁,而美国白人为69 . 8
岁,比西方人年轻20岁；19岁-
35岁的胃癌发病率比30年前
翻了一番。

王家林认为,部分癌症发
病率上升与诊断水平的提高
有关。此外,人寿命延长也是
宏观上癌症发病率升高的原
因。与之前相比,有些癌症的
发病率也是下降的,比如宫颈
癌,现在女性一生中的生育次
数减少了,宫颈感染机会也减
少了。宫颈癌细胞学筛查的应
用也使癌前病变得到及早发
现和治疗。

随着饮食习惯的变化,消
化系统肿瘤的发病情况也发
生了变化。“随着生活水平提
高,饮食改善,吃得越来越细了,
食道、胃等上消化道肿瘤实际
有所下降,而结直肠等下消化
道肿瘤有所上升。”王家林说。

相同近视度数

不同诊疗方案

儿童近视，是让家长十分头疼
的问题，很多孩子出现了一年增加
100多度的情况，让家长们头疼不
已。医学验光配镜与简单验光不
同，要达到最佳的矫正视力，医学
验光程序严谨，兼顾了视功能的多
个细节，相当于量体裁衣，个体化
治疗方案。我们来看看相同的近视
度数，医学验光后不同的诊疗过
程。

以下 6名儿童，同是近视 1 5 0

度，医生开具6种不同的治疗方案，
都取得了很好的控制近视加速发
展的效果：

朵朵，10岁，近视度数150度，双
眼视功能数据正常，医生开具100度
眼镜处方，医嘱：看远时戴，看近时
不戴。一年后，王女士带彤彤复检，
近视度数未明显加重。

帅帅，12岁，近视度数150度，双
眼视检查结果PRA高，BCC低，指标
显示存在明显的眼调节功能异常，
医生开具诊疗处方：150度眼镜(常
戴)，另配合视功能恢复训练，主训
练眼调节能力。一年后复检，由于
升学压力大，近视增长25度，属正常
增长范围内。

乐乐，11岁，近视度数150度，通
过双眼视检查后，发现NRA低，
BCC低，孩子明显的睫状肌紧张，散
瞳后验光双眼的近视度数只有50

度。医生调整了眼镜处方。一年后，
近视度数未见明显增长。

菲菲，8岁，近视度数150度，双
眼视功能检查后，指数呈现AC/A

低，医生判定为调节异常，开具配
镜及视功能训练处方。一年后复
检，增长度数为正常范围内。

晨晨，9岁，近视度数150度，散
光度数300度，来医院检查及寻求合
适的矫正。医生开具RGP处方，RGP

对于近视及散光的矫治范围明显
优于普通框架眼镜。RGP属于三类
医疗器械，非医疗机构不能验配、
使用。一年后复检，近视未加深。

洋洋，10岁，近视度数，150度。
父母都是高度近视，担心孩子也发
展为高度近视。眼检查发现，小宇
的眼轴明显长过同度数孩子，达到
了24 . 8mm。医生开具角膜塑形镜处
方，晚上戴镜，对角膜进行塑压，早
上起来摘掉眼镜，三天恢复1 . 0的视
力。一年后复诊，近视增长25度，属
正常增长范围内。

所以说，孩子出现近视，需要
根据不同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治疗
方案帮助控制近视发展。

本期堂主：王婷养生堂

王婷，眼科学博士，副主任
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
眼科医院副院长。主要从事白
内障、角膜屈光、角膜病、青光
眼的临床及科研工作。承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
作为主要成员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
奖2项。近几年在国内外SCI及
核心期刊收录杂志发表论文40
余篇，被评为全省卫生系统贫
困白内障患者复明项目“示范
标兵”。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大众健康管理中心好比一台电脑被病毒侵袭,当人体正常的细胞分裂机制

被打乱,癌症就有可能产生了。癌症,医学上指控制细胞分裂
增殖的机制失常而引起的疾病,亦被称为恶性肿瘤。根据省
疾控部门监测,恶性肿瘤已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我省居民
首位死亡原因。其中,肺癌为发病率及死亡率之首。得了癌症
是否就等于死亡?癌症发给人体的信号,如何才能尽早捕捉?
对这位不友好的朋友,我们还可以认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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