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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没有病却被检查出癌症，
打着“免费海外知名医院癌症体检”
的幌子诱骗人上钩，一些癌症体检
机构甚至雇佣无资质人员……近年
来，癌症体检受到不少人追捧，但记

者调查发现，这些看起
来“高大上”的癌症体
检机构和项目，背后猫
腻不少、问题重重。

甩皮球治肩周炎
抽陀螺治颈椎、腰椎病

现身
说法

注：请本版用文作者（单位）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孕妈妈课堂教准妈妈科学孕育

毒品预防教育
为什么要以青少年为重点？

第一，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吸毒
青少年在整个吸毒人群中所占比重一
直居高不下。第二，相当一部分青少
年对毒品危害无知，对毒品好奇。第
三，青少年阶段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时

期，在这个时期教育培养他们形成科
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养
成远离毒品，积极向上的良好生活习
惯，是至关重要的。

据新华网

本报讯（记者 唐文瑞）“孕早期的
准妈妈要注意预防病毒感染，风疹病
毒等一些病毒会引起胎儿畸形，尽量
不要去卫生环境差的场所。”6 月 29
日，雁江区妇联举办“巾帼心向党，礼
赞新中国”孕妈妈课堂公益讲座。

此次活动邀请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邓敏为大家授
课。邓敏针对大家关心的孕早期、孕
中晚期及产后的注意事项及营养补充
等保健知识，作了通俗易懂的讲解。

“听完邓敏医师的讲座，我收获多

多，将按照她的指导科学孕育。”已有
8 个月身孕的王女士说。“我平时对
妻子粗心大意，照顾不够细心、不够
耐心，所以也来听听。”一旁的准爸
爸李先生抢着说。现场除了孕妈
妈、准爸爸外，还有不少准外婆、准
奶奶，“现在讲科学生育，不能光凭
经验，所以还要多学习，才能更好地
照顾娃娃。”市民刘女士的女儿刚怀
孕，为了照顾好女儿孕期生活，刘女
士也专门来听讲座，“孩子们忙，我
就要多上点心。”

本报讯（吴时雨 陈娟 记者 李小
凤）近日，乐至县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开
展新技术——腭咽成形术+内镜下腺
样体伴扁桃体切除术+双下鼻甲推移
骨折术，成功帮助患者消除了10年鼻
塞打鼾的困扰。

据了解，患者为一青年女性，却反
复鼻塞打鼾 10 余年，夜间时常被憋
醒，严重影响睡眠质量和家人休息。
同时由于长年的鼻鼾困扰，患者出现
易激动、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还影响
了工作和生活。

近日，患者来到乐至县中医医院
耳鼻喉科咨询求治，耳鼻喉科主治医

师吴时雨为她做了检查和病情评估，
建议手术治疗。

在征得患者同意后，吴时雨为其
实施了“腭咽成形术+内镜下腺样体
伴扁桃体切除术+双下鼻甲推移骨折
术”，手术很成功，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目前已出院。

据医院得到的反馈信息，现在患
者打鼾症状完全消失，睡眠质量明显
提高，心情也开朗了不少。“作为医护
工作者，看到为患者减轻了病痛，觉得
一切都值得。”吴时雨说，“我们还将不
断提升科室专业能力，以精湛的医疗
技术造福广大群众。”

炎炎夏季，挥汗如雨，不少人都感
到疲倦乏力、气短胸闷、没胃口、睡眠
差等。中医认为，气阴两虚、暑湿困阻
是导致夏季人体觉得疲倦最常见的原
因，而且两者常同时存在。专家介绍，
可通过以下方面缓解夏季疲劳：

适度运动 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排汗的过程可以排出部分湿气，所
以运动可以改善疲劳的感觉。当然要
根据体质来，本来就气血不足的人不
宜运动太过。

适当午睡 适当的午睡可以调节
气血、调整体能。特别是炎热的夏季，
适当午休可以养护心气心血，给下午
的工作和学习充电。

清淡饮食，不宜生冷过度 夏季湿
重，脾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进
食生冷。清淡饮食有利于脾胃运化水
谷和水湿的功能。即使想避暑，也要
少喝冰冻饮料、啤酒，不宜吃太多生冷
瓜果。这些东西容易损脾胃阳气。

据新华网

到底这些“偏方”对肩周炎、颈
椎、腰椎有没有效果呢？带着这个疑
问，记者采访了市中医医院康复科医
师张志军。张志军介绍道，甩皮球的
动作，可以锻炼肩、颈部肌肉，肌肉收
缩带动关节活动，可以起到一定的预
防保健效果。抽打陀螺，也可以活动
肩、颈、腰等部位的肌肉，起到锻炼效
果。但是现在广场上健身的大爷大
妈们，抽打的不是小陀螺，而是体积
较大的陀螺，这就需要一定的力量，
陀螺越大，需要的力量越大，这对于
有其他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而言，是
不太适宜的。“肱二头肌的肌腱反复
摩擦，容易引起肌腱炎症。”

张志军说，“中老年人最好选择
一定轻度的运动，不要用力过猛。
就算是没有其他基础疾病的人，在
做这些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张弛
有度、循序渐进，这样不容易引起小
关节紊乱，造成身体损伤。”

张志军还说，在日常生活中，人
体的关节其实是一直处于负重状态
的。人在爬楼梯、走路的时候，关节
一直都在承受着压力。随着年龄的
增加，关节会出现老化现象。对于大
多数关节疾病患者，游泳是一项很好
的运动。水是有浮力的，人体在水中
处于漂浮状态，人体的各个关节基本
是不负重的，这对关节、肌肉是最好

的放松。
同时，张志军提醒，由于电子产

品普及，现在颈椎病、腰椎病发病呈
现出年轻化趋势，在平时的生活中，
大家要注意预防，注意劳逸结合，
不宜长期低头工作，尽量 30 分钟休
息一次，多做“米”字操，放松肩、颈
部位的肌肉。如果发现关节部位有
疼 痛 、不 适 的 感 觉 ，一 定 要 先 休
息。如果休息放松一段时间之后，
疼痛感没有减轻反而出现加重的情
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接受系统治
疗。天气炎热，有关节问题的人一
定要注意关节保暖，不要贪凉，导致
病情加重。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近日，市人
民医院开展“我低碳 我骑行”环保主
题活动，医院20余名职工参加。

当日 16时许，大家从市人民医院
骑行前往湿地公园，在 3 公里的骑行
中，大家兴致勃勃，你追我赶，尽情呼
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骑行的乐趣。
在途经市人民医院的包联社区雁江镇
周祠坝社区时，大家到社区发放宣传
资料，向居民宣传厕所卫生、防蚊灭蚁
等环保小知识，让更多居民参与其中，

提高环保意识。
“希望大家都能选择绿色的出行方

式，多骑行、多步行，为保护环境贡献自
己的力量。”该院职工王云表示，开车排
放的尾气污染空气，而骑行则是一种绿
色健康的出行方式，值得推广。

据了解，市人民医院旨在通过此次
骑行活动，倡导一种绿色办公、绿色生
活、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的健康环保生
活方式，提高健康素养，不断增强在节
约能源、资源方面的获得感、参与感。

甩皮球治肩周炎，抽陀螺治颈椎、腰椎病？

听听专家怎么说

四川省肿瘤医院健康管理·肿
瘤筛查中心主任程幼夫介绍，目前
我国癌症体检缺乏相关的行业标准
和规范，体检前缺乏科学的讲解和
个体化体检套餐设计建议，体检中
缺乏统一规范的专业化服务流程及
路径，体检后又缺乏健康评估和跟
踪管理，使得体检的效果“大打折
扣”。

“癌症体检需要更专业化、个性
化，可以参照国外的一些成熟模式，
比如推行‘1+X’的体检项目，1是指
基础的常规体检项目，X 是指针对
特定高危人群的不同癌症种类检查
项目。”程幼夫说，目前该院已建立
四川首个肿瘤筛查中心，探索建立

了一套癌症体检规范，体检人员需
要进行专业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
查再选择特定的体检项目，随后由
专业医生针对检查结果进行咨询并
随访，不同于普通体检，癌症体检需
要做到体检服务一“管”到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办公室主
任李异建议，体检行业应该加强自
律、自净，提高准入门槛，制定严格
的行业标准，建立黑名单制度和退
出机制，针对体检行业违法行为，卫
生主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及时查
处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有效约
束体检机构守法经营，规范体检市
场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

乐至县中医医院用新技术
为患者消除10年鼻鼾困扰

大热天浑身没劲？三招缓解疲劳

市人民医院
开展环保骑行主题活动

查“癌”，还是“挨宰”？
——癌症体检乱象调查

近些年来，由于电
脑、手机、平板的
普及，城市里的低

头族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
是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病
的多发。除了到按摩店推拿
理疗、进医院治疗，不少人
还用起了“土方法”。那这些
“土方法”到底有效吗？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如果你走在雁城各广场上、公
园里、河边，看到在使劲挥动双臂
或甩皮球的大爷大妈些，你千万不
要感到吃惊，他们这是在“治病”。
一位大爷边甩球边告诉记者，这样
来回甩，可以治疗肩周炎，“我之前

肩周炎很严重，后来有人告诉我这
个办法，我坚持甩了两个多月，感
觉好多了，肩膀也不痛了，个人觉
得这办法有效。”

在 苌 弘 广 场 一 位 正 在 抽 打 陀
螺 的 男 子 说 ，这 项 运 动 可 以 治 腰

椎、颈椎病等，所以大家乐此不疲，
每天都来抽陀螺，感觉效果不错。
这名男子一边介绍，一边挥动着重
达几斤、长度超过一米三的鞭子，
使劲抽打陀螺，“每天打打陀螺，感
觉身体都变好了。”

适度运动可减轻症状
中老年人要循序渐进

专家
提醒

“谁都怕得癌症，听说能提前体
检出来，宁愿花钱也要去检查一下。”
70 岁的成都市民李先生，从朋友那
里得知一家民营体检机构的癌症体
检不错，忙不迭地去了解。

工作人员介绍，X光片可以看出
肺癌，套餐里少不了它；前列腺彩超
可以发现早期癌变，这 100多元的项
目也要加进去……一项项加进来，李
先生的体检费用达到了4000多元。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体检部医
生李妮说，以X光片判断肺癌，在专
业人士看来颇不靠谱，因为这种方式
的漏检率太高了。彩超能筛查早期
前列腺癌也被夸大了，其作用只能是
供病变筛查参考。

记者走访成都、长沙等地一些癌
症体检机构发现，基础套餐、职场套

餐、夕阳红套餐、亚健康套餐、儿童套
餐……各类项目让人眼花缭乱，价格
更是从几百元到四五千元不等。

在长沙一家体检机构的癌症体检
套餐里，记者看到，包括肝胆脾胰双肾
彩超、乳腺彩超、血常规尿常规、心电
图、肝功能八项、肾功能三项、癌胚抗
原检测和彩色经颅多普勒检查，还附
加中医体质辨识和经络穴位测评。

“癌症体检需要针对特定高危人
群，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也不是所
有人都需要做全套癌种的筛查。而
一些常规检查如心电图等其实对筛
查癌症作用有限，中医体质辨识等更
是缺乏针对性，如果癌症筛查跟一般
体检项目差不多，还有什么用呢？”四
川一家大型公立医院体检中心负责
人说。

眼花缭乱的癌症体检，实际效
果会如何呢？湖南乳腺癌患者刘女
士告诉记者，她每年都在一家医院
的健康管理中心做癌症体检，前年
做乳腺彩超时发现了一个微小结
节，体检中心的医生说是良性的，她
也就没放在心上。一年以后，刘女
士发现乳腺结节增大，摸上去硬硬
的，她才去医院做了乳腺钼靶等检
查，后来确诊为早期浸润性乳腺癌，

“如果当时体检中心提醒我早点做
钼靶或穿刺检查，我可能发现得更
早，治疗效果也更好。”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设置癌
症体检的大多是一些民营体检机
构，这些机构和相关癌症体检项目
良莠不齐、乱象丛生。

——发展失序、缺乏资质，容易
造成癌症漏诊、误诊。知情人士透
露，一些商业体检机构盲目追逐利
益、专业性差、发展失序，“创造”了

“五花八门”的癌症体检项目，有的
还雇佣无资质人员从事体检诊断工
作，导致癌症漏诊、误诊发生。

“比如肺癌本来就具有隐蔽性，
光靠照普通CT漏诊率较高，而一些

商业体检机构阅片的人就是社会上
招聘的，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缺乏
相关资质，又怎么能判断出癌症
呢？”四川一名体检机构业内人员透
露说。

——“夸大升级”患者病情。记
者调查发现，一些民营体检机构甚
至将一些患者的病情“自动升级”，
如让一些患有妇科炎症的患者“陡
然生病”，将其病情夸大为子宫癌，
然后通过索取患者身份证、户口本
和合作医疗证，虚构诊疗信息，从医
保部门骗取医保资金。

——推销“高端”海外癌症体
检，“无病生癌”。记者从湖南省公
安部门了解到，近年来，湖南省公安
部门查处了多起利用海外就医虚构
病情实施诈骗案件，其中有机构和
中介公司联合哄骗老年人去国外体
检，查出假癌症，给予假治疗，骗取
老年人钱财。“最多的一位受害者被
骗取了 60多万元，国外假专家说她
得了乳腺癌和肺癌，让她进行治疗，
后来受害人回国后找专家会诊，并
无癌症病症，才知道自己上当受
骗。”办案民警说。

癌症体检花样百出

漏诊误诊、“夸大升级”“无病生癌”

加强行业标准建设，设立“黑名单”

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