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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7日讯 男性生殖
疾病年轻化， 人工流产低龄化，青
少年人流率不断攀高……这些近
年来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正引发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据三湘都市报
调查，作为生殖健康、两性健康的
重要保障———“安全套” 知识，在
18-24岁年龄段，尤其是90后“独
生子”当中，知晓率很低。更多的青
少年男性只知道安全套可以避孕，
而不知其能预防疾病，更多的人则
只在意自己当时的“爽”，忽视了自
己及伴侣的健康。

男性生殖健康问题多

10月28日是第十六个男性健
康日，当天上午，长沙五洲医院在
黄土岭社区举办以“安全套健康知
识”为主题的比赛活动，活动现场
会以游戏的形式来让大家更深入
地对安全套进行了解，现场专家会
进行安全套与生殖健康、两性健康
的相关讲座，还会为男性健康提供
免费的咨询服务。

据资料显示，男性的整体健康
状况较女性差，如男性比女性的平
均寿命短3到6年，泌尿感染、生殖
疾病的发病率男性普遍比女性高，
男性生殖能力减退已成为世界性
的医学和社会问题。“男性受传统
观念影响，凡事都要憋着，心里承
受得更多。车贷、房贷、卡贷等等早
已经让男性不堪重负， 加上吸烟、
饮酒、熬夜等不良生活方式，更让
男性健康雪上加霜，出现各种生殖

健康问题，甚至是性病人数的增多
等等，让男性患病率逐年上升且呈
现年轻化趋势。” 长沙五洲医院国
务院津贴专家说道。

正确用套可预防疾病

“虽然国家专门设立了男性健
康日， 但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
我们却发现大多数人对这个节日
并不知情。即使少数人对男性健康
日有所耳闻， 但也记不清具体时
间。” 长沙五洲医院院长杨寿松表
示， 男性健康问题涉及多个学科，
然而， 疾病的高发与就诊意识低
下，已让男科疾病专家格外担忧。

尽管男性生殖健康是每年男
性健康日宣传和关注的重点，国家
卫计委和一些医疗健康机构也做
了大量男性健康宣传教育工作，但
人们对于男性健康的重视还是很
不够，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
和参与。

其实， 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
就大肆普及安全套，以此来提高人
民生活的“性”福指数。安全套除了
避孕之外，更为重要的用途是阻隔
病毒的作用。正确使用避孕套可使
感染艾滋病和淋病的概率都降低
85%。杨寿松说：“我们举办这次活
动， 号召男性自觉担负起家庭、社
会的责任， 担负起生产、 生活、生
育，优生、优育、优教等方面的责
任，促使男性参与计划生育和关注
男性生殖健康。”

■记者 洪雷

而由牛津大学、 中国医学
科学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研究者联合调查发现，中
国2/3的年轻男性正在吸烟，且
多数是在20岁前。

他们甚至危言： 除非大规
模戒烟，否则1/3的中国年轻男
性最终将死于吸烟。

“绝非危言耸听，这个结论
是有根据的！”湖南省抗癌协会
临床肿瘤协作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湖南省肿瘤医院胸部
内二科主任邬麟教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 不是所有的肺癌
都与吸烟有关， 但吸烟一定能
致癌， 此外， 吸烟还可导致中
风、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

邬麟介绍，肺癌是发病率和
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群健康和

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
吸烟则是肺癌最主要的诱因，大
部分的肺癌患者都有过吸烟史。
美国等发达国家，肺癌发病年龄
一般在60岁以上， 但中国的情
况要提前10岁。“我接诊的患者
中，最小的还不到15岁！”

邬麟说， 肺癌一般发现都
是晚期，晚期肺癌患者的1年生
存率为50%，5年生存率仅在
5%到10%之间，因此，早发现
早治疗尤其重要！ 如何能做到
早预防早发现呢？“首先一定要
戒烟，对于包年（每天的抽烟包
数乘以烟龄年数） 超过20的高
危人群， 一定要定期检查。”邬
麟表示，20岁以前开始吸烟的
人在进入中老年后， 因吸烟导
致早亡的几率将大大增加。

新发癌症缘何6年提前18岁
解读“体检大数据”，寻找防癌方法：口味别太重，夜宵莫太勤，果蔬别太少

省肿瘤医院综合该院
历史数据显示： 湖南地区
男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前
五名是：肺癌、胃癌、肝癌、
食管癌、大肠癌；女性发病
率最高的前五名依次为：
肺癌、乳腺癌、大肠癌、胃
癌、肝癌。

中国医学科学工作
者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研究发现，与癌症相关的
行为和环境危险因素主
要包括慢性感染、 吸烟、
饮酒等几方面。 研究认
为，在我国总体癌症死亡
中， 男性中的 65.9% 、女
性中的42.8%是可预防和
避免的，平均约为60%。

此外， 中国癌症死亡
有20%与饮食、营养和身体
活动有关。其中，水果摄入
不足可导致13.0%的癌症死
亡。 蔬菜摄入不足可引起
3.6%的癌症死亡。水果和蔬
菜摄入不足可引起14%的
胃肠道癌症的死亡。 中国
人群中约4.4%的癌症死亡
由饮酒引起， 其中男性为
6.7%，女性为0.4%。

“一般来说，成年人每
天至少保证一斤水果，两
斤蔬菜才能满足生理机能
的需求。” 陈志恒提醒，绝
大多数人日常水果和蔬菜
的食用量都不足，因此，要
注意补给。

■记者 张春祥

10月23日，星期五，湘雅三
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本应比往日
清闲，但体检者仍人流如织。

“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
了，体检者正逐年增多。”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志恒说。
让他担忧的是， 检出的疾病占
比也在逐年增高。

此前， 他刚遇见患者罗丽
（化名）。她是一名乳腺癌患者，
来医院道谢。

今年6月30日，罗丽和单位
的同事到湘雅三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体检。 此前系列检查均无
问题，但在外科检查室，张华芳
医生摸到罗丽左乳有花生大小
的肿块， 经验丰富的她建议罗
丽复检。

由于罗丽参加的是单位体
检， 此次体检并没有安排乳腺

方面的检查， 张华芳医生还是
建议其马上加做一个乳腺彩超
和全自动乳腺容积成像扫描做
进一步检查， 进一步检查后确
诊为乳腺癌。庆幸的是，由于发
现时还是乳腺癌早期， 再加上
本人积极配合治疗， 目前罗丽
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湘雅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新发癌
症检出年龄为 58.7岁， 到了
2014年提前到40.3岁，6年内提
前了18.4岁。

除了肿瘤外， 常见的高血
压病、冠心病、肥胖、糖尿病、血
脂异常等检出率6年内分别增
长 了 ：1.09% 、2.76% 、2.20% 、
1.31%、0.95%。

“检出年龄也越来越年轻
化。”陈志恒说。

新发癌症6年提前18岁

“我们中心的体检者去年
达到了16万人次， 包括癌症在
内的各种常见病的检出率逐年
增加。 ”陈志恒介绍，湖南人喜
欢吃腊制品， 高油、 高盐口味
重， 尤其长沙的年轻人夜生活
十分丰富，无节制的吃夜宵、喝
酒、抽烟等不良生活习惯，都是
致癌的诱因。

短短6年， 新发癌症提前
18.4岁，是何原因？

“这是一个老话题，对癌症
的发病原因， 放眼全世界都难
有标准答案。”陈志恒说，但过
去几十年， 大量研究明确了癌
症发病和死亡的相关危险因
素，包括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此外， 生活压力和习惯导
致机体抵抗力变差。 几乎所有
11点还没有睡觉的人， 肝脏和
胆囊都不好， 再加上睡前吃夜
宵，简直如同自杀。

“很多年轻患者， 直到患
癌， 才知原来人是需要按时睡
觉的。”陈志恒说。

新发癌症逐年递增， 是不
是体检就一定能发现有没有癌
症呢？“那还真不一定， 有的癌
症，你这个月检查没有症状，下
个月再检， 可能就发现了。”陈
志恒说， 人的疾病无时不在变
化，但体检不是万能的，对于一
些高危人群， 应做一些更为细
致的专项检查。

六成癌症可避免
多吃水果和蔬菜

“男性健康日”鲜有人知
90后男生多不爱戴套套

高危数据

除了遗传和环境，还有腊肉＋重口味＋夜宵
探究真凶

“1/3青年男性可能死于吸烟”
另类凶手

核心
提示

“癌症已成为我国死亡第一大原因，死亡人数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四分之一。”10月16日，首都国际癌症论坛上，中国抗
癌协会秘书长王瑛说。

10月10日，最新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有2/3的年轻男性正在吸烟，且大多数是在20岁之前；除非
大规模戒烟，否则1/3的中国年轻男性最终将死于吸烟。湘雅三医院体检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新发癌症检出年龄为58.7
岁，到2014年提前到40.3岁，6年内提前了18.4岁！是谁动了我们的健康？

［ ］

9月22日，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医生在为一名年轻妈妈进行体检。随着癌症检出年龄的年轻化，通过体检及
早发现癌症变得尤为重要。 记者 唐俊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