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了甲状腺癌怎么办？

手术治疗效果好，五年存活率九成以上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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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个永恒的话题，有了健康的身
体，才会有快乐的心情。健康能给家庭带
来幸福和吉祥，给民族带来振兴和富强。
因此，健康是无价之宝。

不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要
想健康地生活，必须提高思想认识，遵守生
活规律。按照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
少，早睡早起的生活规律坚持过好每一天、
如果违背了生活规律，你的身体就慢慢
地。不知不觉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强身健体的法

宝。要使自己的生命活得不仅要有“长
度”，而且要有“亮度”，就要遵守不断运动
的基本法则。

我已经80岁，我的健身理念是：有利于
健康的知识要天天学，有利于健康的道理
要天天讲，有利于健康的食品要天天吃，晨
起一杯水要天天喝，发要天天梳，目要天天
运，脸要天天搓，耳要天天摩，路要天天走
（散步），肛要天天提，脚要天天（冬天）泡，
齿要天天叩，手脚各关节要天天动，全身关
节要天天抖。以上活动方法要长期坚持下

去，对缓解关节老化，增强关节的灵活性，
将会收到明显的效果。每天至少做一次，
每个动作做一百次。有的动作适合晚上睡
觉和早晨起床前做，有的动作可以一边散
步，一边做。我通过十多年的运动收到以
下效果。

我的痔疮退休前比较严重，坐下去都
很困难，做了三次手术也没有彻底根治，
后来我坚持长年提肛的自我疗法，收到了
奇效，不仅痔疮好了，需要做手术的肛瘘
也慢慢消失了，连痔瘘科的医生都感到不

可思议。以前我的腹胀也比较历害，腹内
有大量的气体排不出去，用手指头一弹，
好像敲鼓的声音，虽然不痛，但很不舒服，
我多年坚持正反上下揉腹，已有明显好
转。再者我的肩周炎，上班的时候，洗脸、
梳头手都抬不起来，穿脱衣服十分困难，通
过手关节各种动作的活动，现在彻底好
了。我几十年的腰痛病和结肠炎等病也有
明显好转。实践证明，以上多种疾病的好
转，是坚持不断运动的结果，有付出就会有
回报。

赵正据，男，1970 年出生，
湖北通山人，主任医师，硕士。
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附
二医院外科主任，湖北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委员，咸
宁市外科学会常委，咸宁市急
危重症医学会常委，咸宁市医
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
员。曾任咸宁市中心医院骨科
副主任，多年来，一直从事骨外

科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在国内外杂志上共发表论
文20余篇，著书3部。 从事外科临床及教学二十三
年，主要从事骨创伤、脊柱疾病等的临床及实验研
究。在四肢、脊柱和骨盆骨折的治疗、人工关节置换
手术、椎间盘摘除和人工椎间盘置换手术、骨髓炎的
治疗、先天和后天骨畸形的矫形手术、小儿骨折的微
创治疗等方面有一定造诣。

余后火，男，1961.11，中国共产党党员，主
任医师、副教授，湖北科技学院附二医院副院
长，咸宁市新世纪高层次人才，湖北省医学会
普外科学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腔镜学会委
员，咸宁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评
委，先后在空军西安医进修，华中科技大学附
属同济医院进修曾任咸宁市中心医院腔镜中
心主任兼普外，胸外副主任，普泌外支部书记，
发表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5部，科研1项鉴
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业务上能熟练完成普外科高难度手术，如：甲状腺、乳腺、胃、结直肠
癌根治术、复杂胆道、肝脏、胰腺手术，对普外科凝难重症病人有较深
的研究，率先在我市开展腹腔镜手术，顺利完成咸宁市第一例腹腔镜
下胆襄切除术、阑尾切除术、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结肠部分切除术、
卵巢囊肿摘除术、胆襄阑尾联合切除术、胆襄卵巢襄肿联合切除术、
胸腔镜肺部分切除术、心脏破裂修补成功，第一例肝叶切除化省疗泵
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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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学院/附二医院

外科副主任。长期从事泌尿外科

的临床及教学工作，在泌尿外科

腔内及微创治疗、男科学方面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编写著作

三部，发表论文10余篇。

邓 卫 东 ，
外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咸宁市外科学
专业委员会委
员，从事外科
临床医疗工作
18 年，发表论
文 10 篇，参编
著作一部，对

消化道肿瘤及肝胆、胃肠、甲乳、肛周
良性疾病的诊断治疗有丰富理论知
识和临床经验，能熟练开展腹腔镜下
结直肠肿瘤根治，低位直肠保肛手
术，双镜（腹腔镜、胆道镜）联合胆道
探查，各类腹外疝（成人、儿童）微创
手术治疗。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名医名片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 外科护士站电话：0715-8102562
外科医生办公室电话：0715-8102563 院址：温泉茶花路58号

19日，市妇幼保健院开展“防治出生缺陷，生
命健康启航”宣传活动。

该院医院人员分别就婚前保健、孕期保健、
产前筛查和诊断等优生科学知识，向参与居民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并以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
形、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免费服务和0至6岁残疾儿
童筛查及康复项目为宣传重点，引导计划怀孕夫
妇主动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预防出生缺陷。
现场还向每一位居民发放了相关的健康宣教手
册。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汪俊东 通讯员 吴翠 摄

市妇幼保健院

防治出生缺陷

桂花镇

加大计生信息排查
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李维报道：日前，咸安

区桂花镇计生办采取“一清理二排查三分析四查
看”的工作法，使该镇信息摸底上报工作有了一
个质的提升。

在这次摸底排查过程中，全镇总动员，人人
有职责。按照“三个摸清”、“九项核实”、“三个动
员”的工作要求，在全镇13个村2个社区成立了
以包村干部为组长，村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
包村部门、计生专干、其他村干部为成员的工作
组，每个村用一到二天的时间进行排查摸底，逐
户入户走访核实，做到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
漏人、人不漏项，户户走访、户户排查、户户登记。

自开展摸底排查以来，该镇采取硬措施，确
保全镇人口计生工作实现“户户排查、村村过
关”。

截至到8月底，全镇共排查育龄妇女7640
余人，其中孕情15人，出生10人，流动人口160
余人。

老年人坚持运动更健康
通讯员 向子佑

此次甲状腺外科高峰论坛传出的信息表
明，在体检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不代表就是
得了甲状腺癌，大家无需过分紧张。美国的
数据显示，普通人群中甲状腺结节的发现率
高达20%，但在这些结节中最后被诊断为恶
性肿瘤的几率只有5%—15%，“换算下来，甲
状腺恶性肿瘤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是
0.25%，并不算特别高。”郭朱明说。

此外，Shaha介绍，甲状腺癌在肿瘤界还
有一名称：“友善肿瘤”，其五年生存率达90%
以上，微小癌的五年生存率更达95%以上。

郭朱明介绍，对甲状腺癌规范的诊断和
治疗很关键。目前甲状腺癌最常用的诊断方
式是影像学诊断，包括超声、增强CT等。“一
般来说，技术力量雄厚的三甲医院，通过彩超
诊断甲状腺癌的准确率接近90%，如果碰到
疑难病例，可进一步采用细针穿刺的方式进
行细胞学的检测。”

治疗上，郭朱明和Ashok R. Shaha都表
示，手术是甲状腺癌最直接最有效的首选治

疗方式，患者术后的五年生存率达95%，是一
种治愈率很高的治疗手段，同时还要结合手
术后个体化的内分泌抑制治疗，某些病人还
要接受核素（131I）治疗。但两人也同时强
调，并不是所有病患都需要手术治疗，还必须
结合实际病情程度来选择治疗方式，如多数
良性甲状腺结节仅需要定期随访，无需特殊
治疗。而对于晚期病人，一般采用手术、放
疗、化疗、分子标志物检测基础上的靶向药物
等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那么，在检查中发现了良性的甲状腺结
节，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呢？郭朱明说：“当
甲状腺结节直径大于4厘米，或怀疑有恶变可
能性，或者说影响到了正常生活，比如呼吸、
吞咽和外形等，尤其是对于一些心理素质欠
佳的病患，会建议采取手术。”

两人还建议，有甲状腺健康方面的问题应
该接受专科大夫的检查和诊断，不要将国外称
为“谷歌先生”，国内称为“度娘”的网络搜索信
息作为自身疾病评判的依据。 （本报综合）

甲状腺癌高发
不是碘盐的错

近年来，随着甲状腺癌发病率的激增，“加碘盐”成了微信朋友圈里经

常被质疑的对象。为了避开加碘盐，一些人甚至想方设法从境外购买食

盐。“加碘盐”和甲状腺癌到底有没有关系？

日前，第五届中国医师协会甲状腺外科高峰论坛在广州举行，来自世

界各地和国内的权威甲状腺外科专家对此给出了答案：目前尚无证据证明

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且根据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临床研究，甲状

腺癌患者中缺碘的人很多，碘过量的反而很少。

近年来，甲状腺癌在我国的发病
率增长速度非常快。甲状腺疾病已成
为内分泌代谢疾病中的常见病和高发
病。有数据显示，我国甲状腺癌发病
率近10年增长了近5倍，达到了7.7/
10万，成了增长速度最快的恶性肿瘤。

为何甲状腺癌在短短十余年时间
发病率暴增？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防治中心头颈
外科主任导师、甲状腺外科著名专家
郭朱明教授解释说：“第一是超声检查
技术的进步，使得甲状腺癌的发现率
提高了。现在很多体检都增加了甲状
腺的筛查，使得检出率比以往高了很
多。第二是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和癌

症相关知识的普及，很多人发现身体
有毛病都能尽快到医院就诊。”

全球甲状腺外科权威专家、来自
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头
颈外科教授Ashok R. Shaha表示，甲
状腺癌发病激增的情况不仅存在于中
国，近年来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甲状腺
癌发病率也大幅增加。

他介绍说：“甲状腺癌是一种惰性、
沉默的癌症。过去25年里，甲状腺癌在
美国的发病率增长了4倍，在韩国甚至
增长了15倍，全球甲状腺癌的手术量
都大幅上升。”他认为，导致这种情况
的出现，是因为检查的增多，“检查越
多，发现的甲状腺癌病例就越多。”

随着甲状腺癌检出率的增加，一
种说法开始在民众间传播：加碘盐是
导致甲状腺癌高发的因素，以致不少
人想方设法从境外购买不加碘盐。

甲状腺外科很多医学专家都注意
到了这一情况。郭朱明教授说：“大概
在十年前甲状腺外科学界就开始关注
这个问题，当时有观点认为加碘盐会
影响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但是近三年
来，国际上包括国内对这个问题都有
重新的认识。”

他介绍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头颈外科近年来收治的大部分甲状
腺癌病人，尤其是广州、深圳等沿海地
区的病人普遍缺碘，碘过量的反而少
见。“同时我们通过尿碘测定发现，广
东地区群众大多是碘足或碘不足，碘

过量的情况很少，在癌症患者里碘过
量的情况就更少。”郭朱明表示，因此
应该对“加碘盐与甲状腺癌发病相关”
这个课题重新评估。

那么，什么因素会增加甲状腺癌
的发生呢？

Ashok R. Shaha说，首先是遗传
因素，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人发病率可
能会高一些。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射线。

“第一是‘过度检查’，尤其是X光、CT、
PET-CT、胸透等放射诊断过于频繁，会
导致人体甲状腺受到的电离辐射增加。
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其他或不明因素接
触到辐射，比如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
泄漏和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已
泄漏和潜在泄漏的核辐射就可能影响
到局部地区甲状腺癌发病率的增加。”

甲状腺癌发病率为何突增？

公众防癌意识提高专业检查普及AA

甲状腺癌高发与加碘盐有关？

大部分病人普遍缺碘而非碘过量BB

针对此前网络上盛传的“沿海地区居民经常
吃海鲜，因此不缺碘”的说法，郭朱明教授指出，
研究证明，虽然广东地处沿海，但其实还存在不

少缺碘的地区。“不是说海鲜吃得多就不缺碘，因
为海鱼、虾、螃蟹等人们常吃的海鲜中，含碘量并
不高。真正含碘量高的海产是海带和海藻。”

CC 沿海地区居民不缺碘？

鱼虾等海鲜含碘量并不高

慈口乡

“四心”计生服务惠民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方岸琪报道：今年

来，通山县慈口乡计生协开展“四心”服务，全方
位、深层次优化计生服务。

为开拓计生工作新局面，该乡创新“四心”服
务，提升计生工作水平。

突出早期教育献爱心。针对新婚、怀孕夫妇
0～3岁婴幼儿抚养人及其看护人等重点目标人
群，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作、专家
指导、立足社区、面向家庭”的工作机制。

传送婚育新风暖人心。推行“单位负责、条
条保证、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乡村计生工作管
理体制，协调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读问
题，使计生服务管理工作更具“人情味”。

深化帮扶工作解民心。实施幸福工程救助、
计生“三结合”两大项目关怀计生贫困家庭，累计
投放幸福工程救助资金89万元，帮助68户受助
母亲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开展优化服务送真心。联合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健康普查进社区、进企业服务”活动，
为13688名育龄妇女进行免费妇科病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