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病例：
湘潭人王权（化名）从

21岁起爱上了嚼槟榔，每天
3包，持续吃了1年。22岁的
时候，他的舌头下面和舌边
缘开始反复溃疡，甚至还出
现了红色斑块， 疼痛难忍。
到医院检查，发现竟然得了
舌癌。

专家点评：
省肿瘤医院头颈外一

科主任、 主任医师 陈杰：
接诊数据显示， 近一年来
科室接诊的40岁以下病人
中，7成左右的口腔癌病人
爱嚼槟榔。长沙、湘潭、岳
阳、 益阳等爱嚼槟榔的地
方， 口腔癌的发病率也更
高一些。

在嚼槟榔过程中，口腔
粘膜会和槟榔中所含的生
物碱及多种亚硝基胺化合
物发生反应。亚硝基胺化合
物已被认为是引起口腔粘
膜病变的一种基本因子，口
腔粘膜长期处在此种环境
下，会发生病变，导致纤维
化， 即口腔粘膜下纤维性
变。口腔黏膜下纤维性变极
有可能转变为癌，这正是嚼
食槟榔的可怕之处。

典型病例：
刚满40岁的长沙人章

莉（化名）最近被确诊为乳
腺癌，得知这一消息，她的
朋友都不相信。 在别人眼
里，家境优渥的章莉既不用
辛苦上班， 也不用操持家
务，每天不是打麻将就是和
朋友泡吧玩乐， 闲散自得，
怎么可能得上乳腺癌？

专家点评：
省肿瘤医院老干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 罗以：长时间
坐着不动， 会导致内分泌失
调，使得神经系统、消化系统
和内分泌系统的正常功能改
变，对于女性，这大大提高患
卵巢癌和乳腺癌的风险。且
在密闭的空间， 吸烟会使肺
的负担更重，引发肺癌。

典型病例：
每次有客人来永州，

负责单位接待工作的刘建
设（化名）总要让对方深深
地感受到永州餐桌上的酒
文化，12句劝酒词说完，他
就陪客人至少喝了12杯以
上的酒。 而这还只是喝酒
的“头菜”。如今45岁的他
已是重度酒精肝。 医生提
醒他， 如果不尽早戒酒并
治疗， 重度酒精肝很可能
会导致肝硬化甚至发展成
肝癌。

专家点评：
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主任、主任医师 吴飞跃：正
常人每天酒精的适宜摄入
量为50g， 如果摄入量过
多， 多余的酒精会给肝脏
造成负担， 久而久之形成
慢性酒精性肝硬化。 长期
大量饮酒的人， 肝细胞反
复发生脂肪变性、 坏死和
再生，导致肝硬化，最终转
化为肝癌。另外，湖南病毒
性肝炎患者较多， 大多数
患者依然大量喝酒， 酒精
诱发相关基因发生改变，
最终造成肝脏恶性病变形
成肝癌。

…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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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癌症地图”已现形
四大不良饮食生活习惯易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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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注意力不集中
要查查过敏性鼻炎

本报4月14日讯 近日，一
些家长发现孩子经常打喷嚏、流
清涕，并且注意力不集中、情绪
易激动。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
市第八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主
任医师梁建伟提醒家长，应该查
查孩子是否患上了过敏性鼻炎。

梁建伟表示，孩子一旦确诊
过敏性鼻炎要尽快进入免疫治
疗程序，治疗的同时，生活上要
避免接触致敏物。如，家中减少
使用窗帘、地毯等；避免饲养宠
物； 尘螨多藏在被褥、 地毯、家
具、服饰、绒毛玩具中，可以把相
关物件用55℃的高温烫约10分
钟，再清洗干净，可达到杀螨的
目的； 蟑螂和霉菌也有高致敏
性，故要保持家中干净。

避免吃过敏性和刺激性食
物，如牛肉、含咖啡因饮料、巧克
力、柑橘汁、玉米、乳制品、蛋、燕
麦、牡蛎、花生、鲑鱼、草莓、香
瓜、番茄、小麦、辣椒、芥末等。可
多吃含维生素C及维生素A的食
物，如菠菜、大白菜、小白菜、白
萝卜、糯米、山药、大枣、莲子、薏
仁、红糖和桂圆等。青少年多进
行体育锻炼，也可明显改善对过
敏原的适应能力。

■记者 徐焰 通讯员 粟青梅

华中首届口腔种植
学术会议在长沙召开

本报4月14日讯 4月12日
上午，华中（长沙）首届口腔种植
学术会议在长沙举行，数十位权
威口腔种植专家及省内200余名
口腔医生出席会议。作为本次会
议的承办方，长沙美奥口腔医院
向全省口腔医生展示了先进的
种植牙手术技术。

本次学术会议分别从种植
修复中常见问题处理方法及原
因分析、前牙美学区种植入时机
和外科处理原则、种植义齿修复
概念、种植体尖周病损等方面做
演讲和演示。为湖南口腔种植界
提供了一个高层次、多角度的专
业开放平台。

与会专家、广东省口腔医院
副院长周磊教授介绍，牙齿缺失
较多，长期不修复，可能诱发下
颔关节病。牙缺损的人群，一年
内对牙周、 牙龈健康危害大，经
常发生牙疼。 三年以上者，50%
将发生牙齿移位。

为让更多的牙齿缺失、缺损
患者体验更好的国际种植牙技
术，美奥口腔医院开展全城牙齿
缺失患者的征集活动。拨打电话
0731-89912222进行报名的牙
齿缺失患者，不仅可以得到权威
口腔专家亲诊，还将获得专家为
其实施植牙种植手术的机会。
■记者 张春祥 通讯员 刘振华

■记者 徐焰 实习生 蔡平
通讯员 彭萍 彭璐

湖南湘潭的槟榔全国
有名，但近年来，湘潭等地
患口腔癌的中青年人越来
越多；熏腊、腌制食品是出
门在外的湘西游子常常回
味的家乡美味，但消化道癌
症在湘西地区的发病率越
来越高；湖南人性子烈爱喝
酒，在永州等民风尚酒的湘
中南地区，肝癌成为不少人
身体的“隐形炸弹”……

肿瘤专家表示，不同地
区居民的长期饮食生活习
惯，确实可能成为某类癌症
发生的高危因素。本周是第
十九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 本报特意邀请肿瘤专
家盘点我省居民易致癌的
四大饮食生活习惯。

典型病例：
62岁的邹师傅是怀化

麻阳苗族自治县人，同大多
数的湘西苗族人一样，邹师
傅爱吃自家灶火熏制的腊
鱼腊肉，常常是从年头吃到
年尾。酸萝卜干、泡菜等腌
制小菜也是他饭桌上的常
备小碟。今年过年后不久，
邹师傅出现呕血、 黑便的
症状， 到医院一检查竟是
胃癌。

专家点评：
省肿瘤医院肿瘤新药

临床研究病房主任、副主任

医师 杨农：湖南人的一些饮
食习惯是诱发癌症的因素
之一。比如，湘南爱吃高盐
食物，湘西爱吃熏腊腌制的
食品和酸辣食物，这些食品
中都含有较高的致癌物亚
硝酸盐。在湘西地区，部分
居民有一天只吃两顿饭的
习俗，不规律的饮食容易诱
发胃病，进而发展成慢性胃
溃疡甚至胃癌。

预防胃癌要多吃绿色、
黄色蔬菜；少吃咸、腌、干硬、
发霉的食物； 限酒；40岁以
上的男性、有家族史、慢性
胃病史的人，应定期体检。

熏腌食品让胃很受伤

cancer

本报4月14日讯 近年
来，乳腺癌成为湖南女性发
病最高的一种癌症。 长沙市
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王桂华表示，女性应学会
乳房自检，最好每月一次。

最佳时间为月经结束
后2～3天。自检分两步：一
望、二触。“一望”即在亮光
下， 面对镜子观察两侧乳

房形状、大小是否对称。如
有乳头回缩、皮肤皱缩、酒
窝征、 皮肤脱屑等需及时
就医。“二触” 即用掌面循
序对乳房外上、 外下、内
下、内上各区作全面检查。
再用拇指和食指轻挤乳
头，如发现非乳汁样溢液，
及时就医。
■记者 徐焰 通讯员 秦璐

内分泌失调
也是患癌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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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患癌
发病率前三位

肺癌、肝癌、胃癌

女性患癌
发病率前三位

乳腺癌、肺癌、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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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简单两步可预防乳腺癌

七成口腔癌病人
爱吃槟榔

豪爽喝酒
很伤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