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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肛肠筛查仅剩 3天
别让误诊危机再持续
本报面向全市发起“暑期健康行·肛肠我最行”团体肛肠筛查近尾声
由兰州晨报携手甘肃东大肛肠
医院联合发起的“暑期健康行·肛肠
我最行”公益筛查将在本周四（7 月
20 日）结束，主办方呼吁尚未筛查
的市民，抓紧最后机会申请公益名
额，每日限额前 20 名，拨打本报热
线 0931-8151705 提前预约或持
本报到甘肃东大肛肠医院筛查。
本次暑期筛查已持续半月有
余，公益惠民政策覆盖兰州三县五
区，受益市民已超过 3000 人次，平
均每天有 100 多人报名筛查，团体
报名占总数的 39.78%。活动受到
各界高度关注与赞誉，在百姓中取
得了良好信誉，反响热烈。随着活
动的火热进行，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如近两成市民存在肠肿瘤恶变风
险，引起了主办方的高度关注。
问题一：自诊自治 肠肿瘤误当
痔疮医
在筛查中，笔者调查发现，市民

对肛肠疾病的认识多数停留在痔疮
上。便血作为多种肛肠疾病的共有
症状，发病率极高，且误诊率也最
高。例如，参与本次筛查的市民中，
便有八成不知道“便血”是肿瘤信
号，部分市民一出现便血，就单纯认
为是痔疮出血，按照老方法买药涂
抹，不出血了就以为没事了，不仅治
标不治本，
反而容易掩盖真实病情。
问题二：讳疾忌医 久拖不治导
致恶变
市民中，除部分因缺乏健康常
识，
而自诊误治耽搁病情的，
还有另外
一类怕查出问题不敢检查的。47 岁
的于先生就是此类典型，
1 年前大便
出血，
且有便秘与腹泻反复交替出现
症状，
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这是肿瘤的
预兆，心里担忧却不敢去医院确诊。
直到病情严重无法忍耐时，
才在家人
的陪同下来院就诊。经检查，
其肠道
内存有肿块，
切片化验有癌变倾向，
幸
好发现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建议：
“当断则断” 早诊疗切断
肠恶变之路
肠肿瘤从正常黏膜发展到癌变
时间长达 7-9 年，在此期间，定期体
检是预防肿瘤恶变的最佳方式。卫
生部门提醒，肠肿瘤已成为第二大
健康杀手，发现有便血、腹痛腹泻、
便秘、肛门异物感等症状时，尤其是
久坐、熬夜、喝酒、喜肉食辛辣食物
以及有肛肠疾病家族史等高危人
群，应尽早到指定肛肠医院进行专
业检查，做到小病早防、大病早治，
远离肠肿瘤威胁。
（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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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贪吃会带来疾病

有些人看到美食就抑制不住自己，总觉得世界上美食
那么多，一定要都尝遍，结果不仅仅是胖了那么简单，经常
大吃大喝是会给身体带来严重疾病的。
胃病：
人体胃黏膜上皮细胞寿命较短，每 2-3 天就应修
复一次。如果上顿还未消化，下顿又填满胃部，胃始终处于
饱胀状态，胃黏膜就得不到修复的机会，胃大量分泌胃液，
会破坏胃黏膜，产生胃部炎症，还可能发生胃糜烂、胃溃疡
等疾病。
疲劳：吃得过饱，会引起大脑反应迟钝，加速大脑的衰
老。人们在吃饱后，血液要跑到肠胃系统去“工作”，容易让
人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昏昏欲睡。
癌症：
据科学家指出，吃得太饱会造成抑制细胞癌化因
子的活动能力降低，增加患癌几率。
骨质疏松：
长期饱食易使骨骼过分脱钙，患骨质疏松的
概率会大大提高。
肾病：
饮食过量会伤害人的泌尿系统，因为过多的非蛋
白氮要从肾脏排出，势必加重肾脏的负担。
（刘佳）

三伏天运动要注意 4 点
一、避开最热时段
夏季，11 时到 16 时是一天中阳光最强的时候，对人的
皮肤有直接伤害，
此时应尽量避免在室外锻炼身体。
比较合适的夏季锻炼时间是早上 7 时-10 时，又或者
是 17 时以后，不用工作的中老年人尤其需要注意。

“暑期健康行·肛肠我最行”公益筛查最后 3 天
《生活周刊·健康在线》温馨提示：为确保筛查质量，体检女性请避开月经期，已孕女性需提前告知，曾有重大
疾病及手术患者，
需带相关病历，
如有肛肠不适请及时参加体检：
50 元团体全套检查：原价 268 元，
含清洁灌肠+肛门镜+负压检测+图文报告+B 超+心电图+血常规+血糖+血
压等全套检查项目，单人 49 元，
3 人以内团体 50 元；
70 岁以上群体此项检查免费。
查胃治胃一步到位：暑期胃镜检查仅需 288 元，
精准查胃病，打响保
“胃”战。
“肠寿”才能长寿：肠镜检查仅需 396 元，
高倍清晰查肠道。

二、户外运动注意补给
三伏天气温高，运动时更容易流失水分。如果户外运
动时间超过 30 分钟，一定要带一瓶水（最好是 800 毫升
的），也可以选择运动饮料。在运动中，应遵循“少量多次”
的补水原则进行补水，运动后补水注意不要过快过猛。
三、选择轻运动
三伏天运动应选择体能消耗少、技术要求低、时间要求
松的轻运动，以半个小时的运动量为宜，快步走、瑜伽、轻体
操、太极拳、跳交谊舞都是不错的
“轻运动”
。

公益热线：0931-8151705 筛查单位：甘肃东大肛肠医院（中山桥南）

四、注意运动后饮食
“三伏天”运动后，人体内能源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大
量消耗，所以在健身后一定要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等身体
必需的营养元素，饮食上最好荤素搭配。可以少吃多餐，多
吃水果和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品。
（田小磊）

孩子比大人更容易中暑

预防骨质疏松 得从娃娃抓起

皮肤发热、干燥、不流汗是中暑
常见表现
专家指出，宝宝们对周围环境
气温变化适应性差,而且汗腺数量
少、不发达,体内水分贮存也有限。
如果孩子在日光下暴露时间过长,
吸收了大量热量,体温调节中枢不
能及时调节体温，又不能通过大量
出汗及时排出体内热量，导致体温
快速升高,就很容易出现宝宝中暑。
若有以下表现,表示宝宝可能
中暑了：一、皮肤发红、发热,而且干
燥；二、虽然很热,但可能不会流汗,
这是中暑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三、宝
宝烦躁不安及哭闹,呼吸及脉搏加
速,接着会显得倦怠,甚至进入抽搐
或昏迷状态；四、较大的孩子会有头
晕、恶心、失去方向感、昏昏沉沉、反
应迟钝的表现。
专家提醒,如果孩子的肛温超

“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近日，医院儿科接诊的中暑患儿增
多。儿科专家表示,和大人不同,小
宝宝们的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发
育成熟,更容易中暑,除了学会处理
中暑,平日还应多加防范。
过 39℃甚至 40℃(不建议量腋温或
口温,易低估实际体温),同时合并
以上现象,须高度怀疑中暑的可能。
物理降温、药物祛暑、饮食调理
对付中暑
宝宝中暑了家长千万不要慌
乱。首先,物理降温。将宝宝转移
到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让宝宝
仰卧,解开衣扣,脱去或松开衣服,
用湿毛巾擦拭孩子全身或用冷手帕
敷额头。如果宝宝的衣服已被汗水
浸透,应及时给宝宝更换干衣服,同

时 打 开 电 扇 或 空 调, 以 便 尽 快 散
热。要注意降温方式要温和,避免
环境温度骤降,风不能直接朝宝宝
身上吹。其次,药物祛暑。孩子中
暑了,家长可以给他们口服仁丹、十
滴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还可以在
他们的额部、颞部涂抹清凉油、风油
精等,但不能擅自给他们吃退热或
抗生素类药物。再次,饮食调理。
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应让宝宝多
次喝淡盐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盐
分,如果不是很严重或者已经基本
恢复时,可让孩子吃一些绿豆粥、冬
瓜汤或富含水分的水果。需要注意
的是不能给孩子吃太多油腻食物。
最后,及时就诊。如果孩子中暑症
状严重,出现精神萎靡、烦躁不安、
惊厥、昏迷、抽搐等症状时,应立即
送医院,以免延误病情。
（阎韵竹）

专家建议,天气热时家长应注
意做到如下四点:

暑天孩子应少户外、多通风、多喝水

一、减少户外活动。高温天气,
尽量减少宝宝户外活动，不得已出
去时要注意防暑措施，如给宝宝戴
上凉帽，
穿宽松、柔软的衣物。
二、保持室内通风。即使是开
空调的房间,也要在早晚定时开窗
通风。开空调要注意不要让室内外

温差太大,而且不要让儿童长期处
在空调环境里。儿童身体的体温调
节功能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当脱
离空调环境后就很容易中暑。
三、让宝宝多喝水。母乳喂养
的宝宝,在出汗不多的情况下,不需
要额外饮水，但吃奶粉的宝宝就需

要多喝水。对大一些的孩子,活动
时爸爸妈妈们也应当鼓励他们多饮
水,多吃新鲜的蔬果,如西瓜、黄瓜、
西红柿等。
四、家中常备防暑药品。如藿
香正气液、
十滴水等,以备不时之需。
（阎韵竹）

是不是从三四十岁就要开始预防骨质疏松？答案是：
太晚了！相关内分泌专家认为：预防骨质疏松应从娃娃抓
起,从婴儿期就要重视,可降低成年后患骨质疏松的几率。
例如,出生低体重儿一定要更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女性在怀孕、母乳喂养过程中，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
致雌激素下降,骨量快速流失，有的女性在孕期就表现出抽
筋，产后表现出骨关节疼痛等症状。而人体累积骨量就像
建楼,若拆比盖快,骨吸收>骨形成,储存骨量就自然越来
越少。故女性孕期要注意补充钙和维生素 D,整个母乳喂
养期都应坚持。产后已经有严重骨量丢失表现的,除了坚
持吃 3 个月建议量钙和维生素 D 外,还要结合相应的药物
治疗。
专家指出,人体骨骼中的矿物质含量在 30 多岁达到最
高的峰值骨量。峰值骨量越高,就相当于人体中的“骨矿银
行”储备越多,到老年发生骨质疏松的时间越推迟,程度也
越轻。所以,30 岁前“存”入的骨量越多越好。建议：20-29
岁要养成营养、运动、晒太阳等的好习惯,30-39 岁要学会
减压,40-49 岁当心慢性病,50-59 岁密切关注骨健康。
（叶晶晶）

洋葱真+能抵抗癌细胞吗？

据研究人员发现，洋葱的确能杀死癌细胞，但烹饪后的
洋葱能否获得相同功效还有待商榷。
有研究人员在《国际食品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
们让结肠癌细胞直接接触从五种洋葱中提取出的槲皮素，
结果显示，槲皮素是杀死癌细胞的一把“快刀”——它们能
开启癌细胞“自杀通道”、破坏它们的生存环境、阻碍癌细胞
之间的交流。这其中，红洋葱的
“抗癌”效果最好。
这是否意味着多吃洋葱就不会得癌症？有科学家说，
不能轻易下此结论，毕竟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如
果科学家可以找出洋葱中具体哪种分子有这样的作用，或
许能够帮助开发抗癌新药。
（叶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