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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癌种到多癌种，从数万到数百万，从单点筛查
为主到省域整体统筹，历经3年打磨，“AI防癌地图”项
目描绘出了一幅更加宏大的癌症筛查蓝图。

该项目共投入1亿元资金，联合数百家医疗机构，
覆盖19个省市自治区。

近年来，“AI防癌地图”捷报频传。
从2018年启动到2019年6月，“AI防癌地图”在福

建宁德市共对1000余人进行了筛查，累计筛查出20余
名肺癌高度疑似案例。

“AI防癌地图”在河南新野地区开展1年来，肺结
节智能早筛项目科普宣传共覆盖6万余人次，累计筛
查1.1万余人次，检出肺结节阳性3600余人次。

2020年，“AI防癌地图”在浙江实现了省域整体统
筹、县区全覆盖的单癌种筛查项目，依托专项研发的浙
江省癌症筛查信息平台，其问卷筛查人数超过200万，
肠镜检查超12万次，1300余名不同阶段的肠癌患者被
筛出并得到后续治疗。

（本报综合）

“AI防癌地图”描绘癌症筛查蓝图

相关链接

冬季是人体容易长胖的时期，很多人不
知不觉就会变胖。市疾控中心健康管理中心
主任廖晓兰表示，冬季不想长胖主要还是靠
科学的饮食和合理的运动。”

为什么冬季容易长胖？
有人说，冬季是个容易长胖的季节。

“长胖和季节没什么关系。”廖晓兰说，导
致长胖的因素有遗传、饮食、运动、心理、机体
代谢等。

冬季天气寒冷，大家都不愿意动，喜欢在
温暖的屋子里甚至是被窝里待着，这样一来
我们在户外的活动减少，运动量太少自然就
造成了能量富余，容易长胖。

冬季天气寒冷气温低，人体的新陈代谢
和血液循环都变慢，身体就会自动储藏摄入

的脂肪和高热量食物，来起到抵御寒冷的作
用，因此我们会比夏天吃得更多，当摄入的热
量大于消耗的热量时，多余的热量就会变成
脂肪囤积。

天冷了大家食欲大增，很多人的口味也
会变重，而且会吃更多热腾腾的菜，比如烤
肉、火锅、炖肉汤等，这类菜肴都含有大量的
脂肪。而且口味浓重的菜肴还会激发我们的
食欲，容易让我们比平时吃得更多。吃得多
了，自然更容易长胖。

在冬季，我们的衣服穿得厚，稍微长胖很
难看得出来，因此常常会忽略了长胖的事实，
等到冬天过完，体重已经增加不少。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长胖后，可以计算下
身体的BMI值（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廖

晓兰说，如果BMI值小于23.9则属于健康的
体重范围之内，那么增长2公斤属于正常的
情况。如果超过了这个值那就说明体重已经
超重了，那就一斤都不能增长了。肥胖会增
加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影响消化系统的功能、
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增加癌症发生的危
险性。

不想长胖怎么办？
“不想长胖主要还是靠科学的饮食和合

理的运动。”廖晓兰说，七分吃三分练，量出
为入，保持摄入和消耗的平衡，再加上科学
的运动，提高自身的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
消耗。

多吃植物性食物，少吃动物性食物，但是
不能完全不吃。一些重要的氨基酸以及微量

元素只有从动物性食物内摄取，植物性食物
里面是没有的。平衡的饮食、合理的搭配是
保证人体健康的大前提。

不论是植物性食物还是动物性食物都要
注意烹调方式，烹饪时多选择蒸、煮、炖、焖、
凉拌等方式，减少油炸、煎、红烧等重油的烹
饪方式，以免无形中增加脂肪和调味品的摄
入，从而增加了能量的摄入。

“要想减重减脂必须让自己动起来，消耗
更多的能量。”廖晓兰说，除了有氧运动外，还
要增加肌肉的抗阻锻炼，提高机体的肌肉含
量，提高基础代谢率。游泳、慢跑、快步走、爬
山、健身操都是比较有效的有氧运动类型，抗
阻运动主要包括俯卧撑、仰卧起坐、器械练习
等。

如何远离“鼠标手”？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

咸安区金叶社区的王女士咨询，如何远离
“鼠标手”？

金叶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医务人员
介绍，随着电脑的普及，人们办公、学习等
常需要长时间反复、频繁地操作电脑、键
盘、鼠标等，因而导致手部过度劳损，久而
久之便容易形成“鼠标手”。

选择合适的鼠标、鼠标垫，缓解腕关
节压力。选择鼠标时，大小与手的大小出
入不要太大，以感觉舒适为宜。有些鼠标
弧度较大，接触面较宽，也有助于分散手
指力量。

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避免手指及
腕部过度用力。不一次性过长时间拿重
物，手部或腕关节不长时间重复进行同一
个运动，多做手部及腕部肌肉松弛、伸展
运动。

放松手臂，舒缓紧张状态。在休息的
时候，手指弯曲的程度保持在半握拳状
态，以确保手臂垂直，从而舒缓屈肌和伸
肌紧张状态。

减少鼠标点击次数。在使用键盘时，
多使用快捷键，尽量减少手指点击鼠标的
次数，让腕部得到休息。

多旋转手腕，保持手腕灵活。双臂平
伸，握拳，以手臂为轴心，向内旋转拳头，
连续转动15至 20秒，然后，反方向再做
一遍。这样可以放松腕部肌肉，松弛手臂
神经。

每逢冬季“胖三斤”？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通讯员 姚国薇

如何配制居家消毒液？
本报讯 记者刘念、通讯员姚国薇报

道：除了勤洗手、戴口罩这些“常规动作”，
现在市民越来越意识到居家清洁消毒的
重要性。那么，如何配制居家消毒液？

物体表面可以用含 250—500 mg /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一般常用的含
氯消毒剂有84消毒液、含氯泡腾片等，但
原液不能直接使用，要稀释后使用。用于
消毒的消毒剂应具备消毒剂批准文号，使
用前应详细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明确有
效期、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市疾控中心有关人员以常用的
500mg/L含氯消毒液为例，介绍了配制方
法。

准备物品：500ml矿泉水瓶、盆、搅拌
棒。选择消毒剂：84消毒液或含氯消毒泡
腾片。

用500ml的矿泉水瓶取两瓶水放入
盆里，用84消毒剂瓶盖取一瓶盖消毒剂放
入水中，搅拌均匀。或取1片含有效氯为
500mg的消毒泡腾片，加入水中待全部溶
解后搅拌均匀。

用喷壶喷洒消毒或抹布擦拭消毒，消
毒30分钟后用清水擦拭。

在使用含氯消毒剂需要注意的是，不
能和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84消毒液与
洁厕剂混合后使用，会生成氯气。氯气是
一种有刺激性并能损伤呼吸道的有毒气
体，大量吸入的话，会使人咳嗽、呼吸困
难，甚至头晕，量再大可危及生命。

含氯消毒剂对皮肤和黏膜具有腐蚀
性和刺激性，不可以直接用手接触，配制
和使用时一定要戴手套。

消毒液浓度不是越高越好，过高浓度
的消毒剂会带来安全隐患，也会造成环境
污染。使用前务必读懂产品标签或说明
书，按照标签或说明书上的使用方法和使
用浓度操作。

残留的消毒液会对人们的身体产生
一定危害，消毒完成后，一定要用清水冲
洗，彻底去掉消毒液的残留。

此外，不可用于丝绸、毛、尼龙、皮革
表面，彩色织物可能有褪色作用，使用前
应先在隐蔽处试用。

癌症筛查是降低恶性肿瘤死亡率最为
有效的途径。近日，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医
学》发表系列文章，回顾了2020年里令人瞩
目的10项医学领域的进步，其中之一就是癌
症早筛技术。

“早期筛查可以有效降低结直肠癌的疾
病负担，并降低死亡率。其中，高危人群每
10 年一次结肠镜检查和每年一次粪便潜血
试验（FIT）检查是国际一级推荐筛查技术。
科学研究表明：定期的肠镜检查能够降低
40%—60%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浙江
省肿瘤防治办公室主任陈明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健康中国”战略明确指出：预防是最经
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对家庭和社会都负有健康责
任。

在癌症防治收益层面，癌症筛查是降低

疾病负担最为有效的途径，有助于提高重点
人群癌症早诊率和治疗率，提高患者生存率
和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和未来发病率。

以结直肠癌为例，陈明列举了一组数
据：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推广结直肠癌筛
查以来，对50岁以上人群的筛查率从2000
年的20%提升到了2018年的61%，50岁以
上人群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自2000年
以来以每年3%的速度快速下降。

浙江省是国内结直肠癌较高发省份之
一，近年来发病率、死亡率持续攀升，严重消
耗医疗资源、造成沉重社会负担，根据浙江
省肿瘤登记监测数据显示，浙江省结直肠癌
发病率比全国高12.41%，严重威胁浙江省居
民健康。

陈明认为，对于民众而言，癌症筛查不
仅有助于提高居民防治癌症的核心知识知
晓率，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居民主动参
与筛查意识；此外，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癌
症整体防治网络，推动癌症诊治走向规范
化、均质化。

“45岁以上人群应每5年进行一次结肠
镜检查，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确定后续检查
时间间隔。”陈明建议。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癌症防治
行动》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总体
癌症5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43.3%和46.6%；
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分别不低于70%
和80%；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达到55%
及以上并持续提高；基本实现癌症高危人群

定期参加防癌体检。
“上述目标的实现，一级预防、二级预

防、三级预防都非常重要，仅靠临床诊疗技
术的提升难以完成，必须要实现关口前移、
预防优先、防治结合。”陈明说，“但是，大规
模癌症早筛对于资金、技术、组织动员能力
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基层医生对癌症
早筛要具有较高的认知、基层医疗机构的医
疗技术设施和肠镜设备等也需要达到一定
标准。”

“高效、精准的筛选高危人群；根据居民
饮食习惯、疾病谱等变化对新型的癌症高危
因素及时进行识别；便潜血检测产品质控、
信息化平台的运用等均会影响筛查项目的
成效。”陈明介绍。

筛查有助于提高癌症早诊率筛查有助于提高癌症早诊率、、治疗率治疗率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化、新型
肿瘤标志物检查等的快速兴起，有助于提升
我国早期筛查水平。

精准预防已经成为癌症预控的新趋
势。专家表示，与传统活检相比，癌症血液
检测具有一些优势。用于活检的组织是取
自肿瘤的某个部位，能提供的基因信息量有
限，相比之下血检结果可提供更全面的肿瘤
DNA信息。通过抽血检测特定肿瘤的一些
标志物，包括肿瘤细胞循环DNA（ctDNA）、
小分子RNA（miRNA）等，可以高效、准确地
判断肿瘤的出现。

由于肿瘤DNA的变化往往早于肿瘤组

织的生长变化，因此血检有助医生更及时调
整治疗方案。液体活检特别是“基于血清的
miRNA”检测技术，目前主要用于胃癌、肺
癌和乳腺癌的早期筛查。

此外，一种人工智能云诊断技术也已在
我国一些地区的宫颈癌筛查中应用。采样
机构收集细胞标本图像信息并通过互联网
传到云诊断平台，人工智能自动进行诊断，
病理医生只需对人工智能诊断为阳性的少

数结果进行复审确认，省去了大量的人工劳
动。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于多种上皮来源
的肿瘤的筛查。

据陈明介绍，2020年，浙江省肿瘤防治
办公室携手依图医疗研发了省域癌症筛查
信息平台。该平台融合医疗信息化、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省域内癌症筛查
项目信息的统一接入与管理，满足筛查流程
管理、智能质控、数据安全、大数据分析等多

样化需求，并具备良好的敏捷拓展能力，为
筛诊治全程提供了支持。

“依托该平台，浙江省肠癌筛查检出率
高出同类项目。”陈明说，该平台的建设不仅
能推动更多结直肠癌患者被更早发现，并且
能节省患者医疗支出及医保支出。初步估
算，依托该平台，今年实施肠癌筛查后，可节
省群众医药费用和医保基金远期支出约28.7
亿元。

各种科技手段助力早筛水平升级各种科技手段助力早筛水平升级

被评为2020年令人瞩目的10项医学进步之一

早筛技术不放过一点癌症的蛛丝马迹

本报讯 通讯员李小勇报道：年关临近，人
流物流增加、人员聚集增多，疫情防控形势日趋
紧张。近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提前谋划、精准
施策，“四则运算”从严落实疫情防控。

一是做好“加法”，履行防控主体责任。及
时传达省、市、县三级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
修订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开展疫情防控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增
加购置口罩、75%浓度酒精等防护用品, 加强
办公场所消毒通风和外来人员管控。

二是做实“减法”，阻隔疫情传播路径。坚
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防止个

别人影响疫情防控大局。严控
会议次数和规模，减少集体活

动，避免人员集聚。减少因公出差和走亲访友，
杜绝交叉感染。

三是做优“乘法”，联动落实防控措施。及
时对接所在社区，排查登记在外务工家属，做好
返乡家属行程确认和疫情管控。加强客我互
动，及时向卷烟零售户宣讲疫情防控政策，提醒
零售户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四是做精“除法”，营造健康防控氛围。充分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以身作则、
争做典型，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不信谣、不传谣，
消除焦虑负面情绪，形成积极健康、规范有序的
疫情防控氛围。

嘉鱼烟草专卖局从严落实疫情防控

本报讯 通讯员饶霞义报道：近日，咸安区
烟草专卖局召开2020年度党支部书记述职评
议大会，全体党员、党风政风群众监督员参加。

此次评议通过现场述职的形式，各支部书
记围绕自身履职履责情况，全面梳理支部工作
成效、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问题，并提
出下一步工作打算。期间，各支部书记接受区
局党风政风群众监督员现场问答，总支书记进
行现场点评，与会人员对各支部书记进行述职
评议。

会议强调，一要清醒把握任务形势，提高新

站位。各支部书记要对照标
准、对标先进，清醒研判分析支

部工作存在的不足，提高政治站位，以抓党建是
最大政绩主动谋划工作。二要大力推进支部工
作法，展现新作为。始终聚焦党建引领发展，围
绕“忠诚”党建文化品牌建设内容，各支部结合
工作特色制定了支部工作法，要通过创新活动
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以新作为推动党建与业务
深度融合。三要严格党员教育管理，树立新形
象。支部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以教育
管理、交心谈心等形式规范党员言行举止，坚决
抵制违法违规违纪行为，促进党员以更强的政
治自觉、更实的工作作风为党旗添彩。

咸安区烟草专卖局开展述职评议活动

近日，通山县烟草专卖局邀请专家为干部职工授课。培训以
疫情防控和垃圾分类为主题，围绕新环保法出台背景，深入浅出
讲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水污染安全与防治等知识，促进干部职
工更进一步理解垃圾分类和健康中国理念，更加关注环境卫生和
个人健康。 通讯员 黄国枫 摄

通山烟草专卖局开展全民科普教育培训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今年以来，崇阳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找
准立足点、抓住着力点，持续推进
意识形态工作向上向好，充分发
挥了思想引领重要作用，为自然
资源和规划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
论引导。

一是落实“责任制”，把握意
识形态主导权。局党组牢牢把握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导
权，先后主持召开3次专题会议，
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
任制，纳入股室及个人目标责任
管理，与自然资源和规划业务工
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
核，并将班子成员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
和述职述廉报告的重要内容，主
动接受监督和评议，确保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二是坚定“主心骨”，强化政
治理论学习。制定党组中心组学
习计划，坚持一专题一研讨，全年
开展13次集中学习研讨。组建7
支宣讲员队伍分赴各驻点村、机

关、乡镇所、二级单位开展《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等宣讲活动，受众人
数达400余人。认真落实“三会
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精
心组织13次“主题党日+”活动，
通报表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优
秀学员。截至目前，该局共127
名党员注册了“学习强国”平台
APP，下载率达 90%，活跃度达
86.2%，积分过万人数52名。

三是唱响“主旋律”，巩固壮
大宣传舆论。积极向新闻媒体、
网站、公众号投稿，截至12月31
日，全年共报送各类稿件共136
篇，其中政务信息省厅采用 20
篇；市局采用70篇；咸宁日报采
用13篇；政府快报采用5篇。及
时向县委宣传部报送网评队伍，
我局网评员进入核心网评工作
群，传播社会正能量，今年来共计
进行网评、转发、点赞300余条。

（王水文 刘森淼）

加快城投改革转型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崇阳城投 主办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持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向上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