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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付东红） 《欧洲流行
病学杂志》 近日发表了北京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李立明教授团队中国慢
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最新成果。 该
研究对 45 万余人进行长期随访 ，
结果发现在不吸烟且不过量饮酒的
个体中， 饮茶对肿瘤发病风险未见
保护作用。

论文责任作者之一的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吕筠教授介绍， 恶性
肿瘤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疾
病之一。 一些基础研究提示， 茶叶

中的茶多酚等活性物质可能降低肿
瘤的发病风险。 很多中国人有饮茶
的习惯， 男性饮茶者有的还同时伴
有吸烟和饮酒的习惯。 这使得中国
人群中饮茶与肿瘤的关联变得复
杂。 另一方面， 喝茶防癌的观念在
我国人群中非常普遍， 甚至认为饮
茶能够抵消或削弱吸烟和饮酒带来
的患肿瘤风险， 使得吸烟饮酒者可
能诉诸饮茶而非戒烟限酒来保持健
康。

研究人员利用 “中国慢性病前

瞻性研究 ” 募集的 455981 名 30
岁～79 岁中国成年人平均随访 10 年
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在不
吸烟且不过量饮酒 （每天<15 克纯
酒精———约为啤酒 450 毫升， 或葡
萄酒 150 毫升 ， 或 38 度白酒 50
克， 或 52 度白酒 30 克） 的个
体中， 对于总的肿瘤发病风险，
以及肺癌 、 结直肠癌 、 肝癌 、
女性乳腺癌及宫颈癌的发病风
险 ， 每日饮茶未见保护作用 。
另外， 无论是否每日饮茶， 肿

瘤风险均随吸烟量和饮酒量的增加
而增加。

吕筠强调， 饮茶并不能抵消或
削弱吸烟或过量饮酒增加的患肿瘤
风险。 对吸烟、 饮酒者来说， 戒烟
限酒才是防癌的根本方式。

45 万人长期随访得出结论———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怡霏） 6 月 3 日，
从郴州市献血中心传出喜讯， 郴州爱心
献血者何志龙荣登 5 月 “中国好人榜”，
当选 “助人为乐” 中国好人。

何志龙是郴州市北湖区七里洞村的
一位普通村民。 2004 年， 何志龙的岳父
因胃穿孔大出血， 生命垂危。 被紧急送
医后， 老人接受了输血治疗。 细心的何
志龙注意到岳父所用的血袋上写着一个
名字， 询问了解得知， 这个名字是无偿
捐献血液的爱心人士的姓名 ， 岳父的
“救命血” 是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无偿
捐献的。 医生的全力救治和好心人无偿
捐献的血液， 让何志龙的岳父转危为安，
何志龙感动之余， 决定将感恩的心转化
为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 他从此踏上了
无偿献血的爱心之路， 并坚持了 15 年。

从 2004 年起， 何志龙累计献血 117
次， 献血量共计 14.48 万毫升。 在何志龙
的带动下， 他身边 19 位亲人先后加入了
无偿献血队伍 ， 全家累计献血量高达
45.2 万毫升。 其中， 何志龙的哥哥何志
清、 姐姐何志俐都多次获得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 何志龙不仅无偿献血， 还积
极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他经常
深入社区、 街头宣传无偿献血， 为市民
讲解科学献血知识， 并号召爱心人士为
急需用血的病人无偿献血 。 截至目前 ，
何志龙的志愿服务时长已达 1068 小时。

������本报讯 （叶龙杰 ） 6 月 6
日， 国家医保局 、 财政部联合
发出 《关于切实做好 2019 年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工作的通知》。 《通知 》 明确 ，
2019 年年底前 ， 力 争 将 全 国
85％以上三级定点医院、 50％以
上二级定点医院 、 10％以上其
他定点医院接入国家异地就医
结算系统； 2020 年年底前， 基
本实现符合条件的跨省异地就

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住院能
直接结算。

《通知》 要求， 各统筹地区
医保部门稳步扩大跨省定点医
院覆盖范围。 要全面梳理在确定
跨省定点医疗机构方面是否存在
歧视性规定， 将不同投资主体、
经营性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一
视同仁纳入跨省定点医疗机构覆
盖范围。 对主动要求接入系统的
定点医疗机构， 按当地政策和时

限要求， 经过系统改造后接入国
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通知》 提出， 省级医保部
门要以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需求
为重点， 优化简化备案程序。 鼓
励全省统一异地住院备案政策。
鼓励省级医保部门探索建立统一
的省级备案渠道。 鼓励各统筹地
区学习推广部分地区备案工作
“零跑腿” “不见面” 做法的经
验。

“中国好人”何志龙
�������6 月 5 日，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图腾园广场内， 瑶胞们正在接受医生的义诊。 当天， 2019
中国 （江华） 第三届瑶医药节在该县开幕， 省内外 100 多名民间瑶医参加， 活动中， 还举行了药
师请令仪式、 瑶医药现场活动义诊、 招商引资签约、 瑶医药招商推介座谈等。

黎实 赵媛媛 摄影报道

瑶医药节里义诊忙

孩子可以
涂防晒霜吗

饮茶，并不能降低肿瘤发病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