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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蕙芸 胡德荣） 大肠癌患者
手术化疗后复发， 可能是具核梭杆菌惹的
祸。 相关论文已于近日发表在 《细胞》 杂志
上。 这项原创性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学科教授房静远领衔的科
研团队完成， 为通过分析肠道菌群而预测大
肠癌预后和预警大肠癌化疗效果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大肠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2015 年 ， 我 国 大 肠 癌 发 病 数 占 全 球 的
24.3%， 死亡数占全球的 22.9%。 虽然近年
来大肠癌的诊断及治疗方法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 但大肠癌患者化疗 （包括氟尿嘧啶和奥
沙利铂） 后复发仍是临床治疗的难点， 严重
影响患者预后。

房静远团队科研人员先后在 3 个大肠癌
术后化疗的临床队列中检测， 检测结果发现
和确认， 大肠癌患者肠道菌群中具核梭杆菌
含量升高， 可能是最常用的化疗药物氟尿嘧
啶和奥沙利铂等铂类药物耐药及大肠癌患者
化疗失败的重要原因。 科研人员进一步实验
发现， 具核梭杆菌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
导致大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抵抗。

�������8月 8日， 由湖南省儿童医院首创策划的首届“奶爸节” 暨“超级奶爸” 公益训练营开营， 30
名（准） 奶爸现场宣读了“超级奶爸” 宣言， 正式加入育儿大军。 该院育儿师免费为奶爸们培训，
指导他们掌握吃、 穿、 住、 行、 医 5大育儿知识。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奇姚家琦 摄影报道

“奶爸节”见证父爱

大肠癌化疗失败
或是肠道菌群作祟

������本报讯 （魏闻） 过去 5 年，
上海白领体检异常比率持续走
高。 近日， 上海外服集团发布
《2017 上海白领健康指数白皮
书》 （以下简称 《白皮书》） 称，
上海白领体检异常比率已从
2011 年的 87.6%上升到 2016 年
的 95.68%。 其中男性的健康问
题主要表现为体重超重， 女性主
要集中在乳腺小叶增生。

《白皮书》 显示， 白领的健
康意识在不断提升， 不过进行自
我健康管理的比例却在下降。 专
家表示， 这说明白领的健康行为
与健康意识并不匹配， 健康管理
还只停留在思想层面， 并未真正
付诸实践。

《白皮书 》 通过对 2011-
2016 年近 50 万人次上海白领健
康体检数据的分析等， 得出了相
关数据及结论。 《白皮书》 指
出， 2016 年， 上海外服健康管
理中心体检检出率最高的三种异
常 情 况 分 别 为 ： 体 重 超 重
（35.3%）、 脂肪肝浸润 （18.1%）

和高甘油三酯血症 ( 15.9%)。 其
中， 体重超重的比例已从 2011
年的 15.1%上升到 35.3%， 增长
了 1.3 倍。

这三种体检异常情况在男性
白领中更为凸显。 53.2%的男性
白领体重超重， 46.4%存在脂肪
肝或脂肪肝浸润， 26.3%有高甘
油三酯血症。 对女性白领而言，
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乳腺小叶增
生 （ 85.0% ） 、 甲 状 腺 异 常
（33.9%） 和外痔 （23.4%） 上。

专家表示， 体重超重、 脂肪
肝及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三项目前
最为严重的白领健康问题， 都是
由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造
成的， 如能坚持低脂饮食、 加强
体育运动， 以上情况均可得到有
效改善， 白领的亚健康状况也可
实现逆转。

话虽如此， 不过很多白领总
是 “管不住嘴迈不开腿”。 《白
皮书》 显示， 非常关注和关注自
己身体健康的白领占到 84%， 比
上年又略有上升。 虽然白领的健

康意识正在不断提升， 对自身健
康情况的认知也较为客观， 但实
际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的比例却在
下降， 从 2015 年的 77%降到了
2016 年的 64%。 专家表示， 这
说明白领的健康行为与健康意识
并不匹配， 甚至还有些脱节， 对
自身健康的重视还只停留在思想
层面， 并未真正付诸实践， 这也
是白领体检异常率居高不下的原
因之一。

调查显示， 75.6%的白领表
示能够坚持规律健康的饮食 ，
42.5%的白领表示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 但从实际体检数据来看，
这两项健康管理行为并没有产生
良好的健康管理效果， 本可通过
饮食和运动解决的体重超重、 脂
肪肝浸润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等健
康问题比例不仅居高不下， 甚至
还有上升趋势。

对此， 专家解释说， 缺乏科
学系统且有针对性的指导， 是健
康行为不能有效转化为健康效果
的重要原因。

“管不住嘴，迈不开腿”
上海白领体检 95%异常 35%超重 �������本报讯 （谭嘉）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

生物学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国家 “十二五” 传
染病科技重大专项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流
行病学调查和队列研究” 新近取得重要进
展。 课题组首次报道了我国农村结核潜伏感
染 人 群 的 发 病 率 数 据 ， 其 年 发 病 率 为
0.87%， 并提出针对既往结核病史者开展潜
伏感染干预将有利于我国农村结核病发病率
的快速下降。

项目负责人高磊研究员介绍， 结核潜伏
感染者中有 5%～10%可能发展为活动性肺结
核。 国外研究显示， 针对高风险的潜伏感染
者开展预防性治疗 ， 保护效果可达 60%～
90%。 鉴于现今结核病发病率下降缓慢， 世
界卫生组织 2014 年发布指南， 倡导中国等
130 多个结核病发病率低于 100/10 万的国
家， 开展高危人群检测和预防性治疗。 但我
国在该领域尚未形成完善的防治策略， 干预
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该课题组首次报道了我国农村结核潜伏
感染人群研究结果。 论文通讯作者、 中国医
科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研究员介
绍， 目前， 美国和加拿大的相关指南建议，
在影像学出现纤维化病灶的既往肺结核患者
中开展预防性治疗。 我国此次多中心大样本
量的研究结果再次支持， 既往肺结核患者如
果处于潜伏感染状态， 其发病风险显著增
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省结核病
防治所等单位共同参与了该研究。

年发病率为 0.87%
我国摸清农村结核潜伏感染底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