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国抗癌协会、天津市抗癌协会主
办，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国家恶性肿
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承办的天津国际乳
腺癌大会日前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津
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教授会上对我
国首个《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进行了详细解读。郝希山院
士说，《指南》是以中国抗癌协会和天津医
大肿瘤医院牵头开展的三项覆盖我国31
个省份涉及城乡100多万女性乳腺癌筛
查项目为基础，对大样本乳腺癌流行病学
调查、疾病筛查和统计分析总结，并参考
欧美及东亚等国家的最新乳腺癌筛查指
南或共识制定完成。《指南》的制定符合我
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特征和中国经济发展
水平要求，对进一步规范我国群体乳腺癌
筛查，更有效地提高乳腺癌患者远期治愈
率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指南》给出乳腺癌筛查方案从筛

查起始年龄、筛查方法、筛查时间间隔三方
面入手，提出45至69岁一般风险女性，推
荐每2年一次规律性乳腺X线筛查。对于
来自乳腺癌高危家族且明确携带乳腺癌相
关突变基因的女性，建议自35岁开始每年
进行一次乳腺核磁共振检查。对于无早发
乳腺癌家族史或不携带有乳腺癌致病性遗
传突变的其他乳腺癌高风险女性，建议40
至44岁期间每年1次乳腺超声筛查，当乳
腺超声筛查阴性时，建议补充乳腺磁共振
检查；45岁后推荐每年1次乳腺X线联合
乳腺超声筛查，当两种筛查方式均阴性时，
建议补充乳腺磁共振检查。

“我国自1989年以来的数据表明，不
论城市还是农村，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均呈
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至2015年，我国女
性乳腺癌发病率由 31.90/10 万上升至
45.29/10万，显著高于全球乳腺癌发病的
增长速度。目前，乳腺癌已成为中国城市
女性首位、农村女性第二位的常见恶性肿
瘤。”郝希山院士说。
统计显示，与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相比，

2010年至2014年城市及农村地区女性乳
腺癌死亡率趋于平稳。即便如此，我国女
性乳腺癌的 5 年生存率为73%，农村地区

为55.9%，而美国女性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
达89%。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多项
研究业已证实，乳腺癌筛查是提高早期诊断
率、生存率及生存质量的最有效方法。大量
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也显示乳腺癌筛查后
10年，乳腺癌死亡率大约降低20%。美国
1975年实施乳腺癌筛查以来，目前临床就
诊的早期乳腺癌比例已高达85%以上。“我
国女性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集中在45至69
岁之间，比西方国家提前10岁左右，人群筛
查率仅为21.7%，制定适合中国女性特点的
群体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势在必行。”郝希山
院士表示。

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分布不均衡，存在
乳腺X线设备短缺、部分地区医保不覆盖乳
腺X线检查等原因，乳腺癌筛查仍处探索阶
段。中国抗癌协会协同国家肿瘤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组织的
专家团队先后主持开展了多项全国性乳腺
癌筛查项目，包括2008年至2009年39.8万
城市女性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乳腺癌筛查
项目（CNBCSP-Urban）、2009年至2011年
82.9 万农村女性的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两
癌”筛查项目中的乳腺癌筛查项目（CNBC-
SP-Rural）以及2008年至2010年5个地区
4.3万女性多中心乳腺癌优化筛查方案研究
项目（MIST）。三项筛查项目覆盖31个省
份，受益女性超过100万，乳腺癌的检出率
均显著高于同期肿瘤登记报告的乳腺癌发
病率。相比同期临床就诊的乳腺癌患者肿
瘤特征，筛查发现的早期乳腺癌的比例更
多，肿瘤更小，淋巴结转移更少。“MIST项
目为中国唯一一项基于大规模自然人群，以
同步盲法评价乳腺触诊、乳腺超声、乳腺X
线3种乳腺癌筛查方法及筛查效果为目的
的多中心筛查队列研究，获取了我国以人群
为基础的乳腺癌筛查基础数据，为本次指南

的制定奠定了基础。”郝希山院士说。

本次《指南》对筛查人群进行了细化，从筛
查年龄、筛查方法和筛查间隔三方面规范了筛
查路径。据介绍，《指南》将筛查人群分为一般
风险人群和乳腺癌风险相关人群。乳腺癌风
险相关人群判定标准为6个常见乳腺癌危险因
素即初潮年龄早（小于或等于12岁）、绝经年龄
晚（大于或等于55岁）、首次生育年龄晚（大于
30岁）、服用过避孕药、肥胖（体质指数大于或
等于28 kg/m2）、乳腺癌家族史)中，具有1个
或更多危险因素的女性。根据有无早发乳腺
癌家族史和是否携带乳腺癌致病性遗传突变
情况，《指南》又将风险相关人群分为高危风险
人群和其他乳腺癌风险人群。

在筛查年龄方面，一般风险女性推荐
45至 69岁进行规律性筛查，40至44岁和
年龄>69岁身体健康且预期寿命>10年的
如有意愿可以接受筛查。年龄<40岁推荐
不接受规律性筛查。高危人群规律性筛查
提前到35岁，其他风险人群可以从40岁开
始接受筛查。
“《指南》将我国女性乳腺癌筛查起始年

龄适当前移，定位在45至69岁之间。这个
结论是综合CNBCSP-Urban和CNBCSP-
Rural两项筛查结果后得出的。”郝希山院士
说。两项筛查显示，我国女性乳腺癌年龄发
病率趋势为25岁以前发病率相对较低，35
至45岁增长速度加快，发病高峰年龄集中
在45至69岁之间，70岁之后出现下降。而
欧美国家女性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在55岁
以后，且发病率随年龄呈持续上升。
“在筛查方法的选择上，国内外用于乳

腺癌筛查的方法主要有乳腺X线、乳腺超
声、乳腺触诊及其他影像学检查。国外所有
指南均主张乳腺X线用于乳腺癌筛查，证据
级别最高，不推荐乳腺超声和乳腺触诊。我
国MIST研究结果显示，乳腺X线筛查乳腺
癌的灵敏度（85.86%）显著高于乳腺超声
（62.75%），后者显著高于乳腺触诊筛查的灵
敏度（42.16%）。”郝希山说。本次《指南》推
荐一般风险女性以乳腺X线检查为主要筛查
方法，每2年一次。乳腺X线筛查阴性的致
密型乳腺女性，补充乳腺超声筛查。致密型
乳腺有可能增加乳腺癌的风险，我国女性致
密型乳腺的比例为49.2%。40至44岁的其
他乳腺癌风险女性推荐乳腺超声筛查，每年1
次。当乳腺超声筛查阴性时，建议每年1次
补充乳腺磁共振检查。该类女性45岁以后
推荐乳腺X线联合乳腺超声筛查，当两项
筛查均阴性时，建议每年1次补充乳腺磁共
振检查。

国内外不同组织或机构对乳腺癌高危风
险女性界定的范围不尽相同，结合我国女性生
理特征，本次《指南》重新定义了乳腺癌高风险人
群为具有以下条件之一者：至少有2位一级或二
级女性亲属曾患乳腺癌；至少1位一级亲属携带
有已知BRCA1/2基因致病性遗传突变；男性
乳腺癌；自身携带有乳腺癌致病性遗传突变；一
级亲属中有遗传性肿瘤综合征；曾患乳腺导管
或小叶中重度不典型增生或小叶原位癌；曾接
受胸部放疗。此外，如果一级亲属中至少有1
位乳腺癌患者同时符合以下1个条件：发病年
龄≤45岁；患有2个原发性乳腺癌，同时首次
发病年龄≤50岁；发病年龄为45至50岁同时
至少1位一级亲属患有任何年龄的卵巢上皮
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或者发病年龄
不限，同时至少有两位亲属患有以上肿瘤。
《指南》还对备受关注的高危风险人群的

乳腺癌易感基因分子检测及相关预防措施提
出初步指导。“国内3项研究数据显示，家族
性乳腺癌患者、年龄<40岁的家族性乳腺癌
患者以及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双侧性乳腺癌患
者中，BRCA1/2 突变率分别为 12.7%、
27.0%以及30.0%。携带BRCA1和BRCA2
突变的健康女性到70岁累积发生乳腺癌的
风险分别为37.9%和36.5%，普通女性发生乳
腺癌的风险仅为3.6%。因此，利用分子诊断
技术对乳腺癌高危风险女性进行乳腺癌易感
基因突变检测具有重要意义。”郝希山院士
说。《指南》建议有意愿进行基因检测的乳腺
癌高危风险女性可行BRCA1/2基因检测，基
因检测前后，均强烈推荐向乳腺癌专业医师
进行咨询，以求充分了解基因检测的潜在获
益、风险和局限性，并寻求对基因检测结果的
专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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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位列城市女性首位癌种 专家详解《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

45至69岁每2年要做乳腺X线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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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用脑过度伤脾易疲乏
专家支招精力充沛养生法

专家谈病 餐前餐后不“配对”血糖波动大
血糖差最好控制在1.7至3.3mmol/L

牙缝变大，不是洗牙惹的祸
清除牙结石不适感一到两周可消退

炎热的夏天，上班族工作劳累经常食欲不振、乏力倦怠。天津
中医一附院心身科医生孙丽楠说，上班族夏季过度用脑会损伤脾气，
脾的运化功能减弱影响食欲，也会因水湿滞留，导致肿胀、水肿。孙
丽楠介绍了一些养生方法，可以帮助上班族恢复精力，赶走困倦。

指弹轻敲赶走疲倦 头晕眼花时，用手指尖端轻轻拍打头
部，是不错的提神方法。先敲头顶部位，再将后脑勺分为左右两
区，仔细地轻轻拍打。但力道要轻柔，否则会越敲越晕。

拳头按压释放疲惫 拳头握紧，放在耳朵斜后方靠近颈部
中央的头骨位置，闭上眼睛，头往后仰，感觉拳头支撑着头部的
力量，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能释放疲惫感。

嗅闻精油神清气爽 精油的好处是缓解压力，并刺激大
脑。因为空气沉闷让人头脑昏沉，思绪不清时，不妨闻闻树叶类
的精油，如柠檬香或具冷冽气味的樟脑、迷迭香精油。

薄荷醒脑消暑 盛夏炎热，涂抹薄荷油或薄荷棒，除了有短
暂的清凉感也能醒脑，而且薄荷香气又能消暑热。

在办公桌上放个“活氧吧 研究发现，当室内温度处于18℃
至25℃、湿度为45%至65%时，人的身体、思维处于最佳状态。
在办公桌上养一盆绿萝、富贵竹、水仙等水生植物，或者在小玻璃
缸里养两条小金鱼伴铜钱草，自然蒸发的水汽不但能增加局部环
境的湿度，形成一个天然的“活氧吧”，还能缓解视力疲劳。

粗盐泡脚恢复精神 下班回家后，可在碗里添加2至3汤勺
盐或3至4滴精油调匀，之后加入已盛入温水的盆中溶解，将双
脚浸泡其中，能缓解疲累让全身放松。水温要高于体温。

多吃苦味食品 苦味食品中所含有的生物碱具有消暑清
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等药理作用。苦味还能刺激胃液和
胆汁的分泌，从而能增进食欲，促进消化，对增强体质有益。

保持充足的睡眠 夏季安神可以用食疗，莲子就有安神的
作用，还可以把酸枣仁炒着吃，也有助眠的作用，用酸枣仁熬粥
喝也可以养心安神。此外，临睡前不宜饮用酒、咖啡、浓茶等，睡
觉前一小时左右喝牛奶、烫脚也都有助于睡眠。 苏玉珂 刘萍

王先生患糖尿
病5年了，血糖控
制得还算理想。最

近体检时医生说血糖波动有点大，建议他
不要吃高糖水果、要避免高强度运动。王
先生很疑惑，他的餐前餐后血糖值都在正
常范围，怎么就血糖波动大了呢？
我市朱宪彝纪念医院糖尿病三一照护

门诊注册营养师徐也甜说，了解血糖波动首
先要了解配对血糖的概念。配对血糖是指
同一天、同一餐的餐前和餐后2小时血糖。
餐前血糖是指吃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前监
测，一般在餐前30分钟测。餐后2小时血
糖是指从吃第一口食物开始计时，2小时后

的血糖值。判断血糖波动是不是大，最便捷的
方式就是看自己的配对血糖的差值，即餐后2小
时血糖值-餐前血糖值。一般来说，建议“糖友”
将配对血糖的差值控制在1.7至3.3mmol/L
内。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将三餐配对血糖平
均差值保持在2.2mmol/L以下，会降低糖尿
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徐也甜说，引起配对血糖波动大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需要“糖友”细心观察。第一可
以看餐前血糖是否偏低。如果餐前血糖低或
两餐间隔时间过长，就会感觉饥饿，吃的就会
变多，餐后血糖自然就会高。餐前血糖低，可
以考虑在两餐之间适当加餐，把餐前血糖提
升一点，这样餐前不觉得那么饿，就不会吃
多，自然有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
第二看是否主食吃多了。主食吃的多餐后

血糖会偏高，从而引起血糖较大波动。如果这次
吃一整碗米饭，血糖上升幅度>2.2mmol/L，
那下次吃大半碗，看血糖上升幅度，找到一个
最合适的量，以后就按这个量来吃。
第三看是否吃了升糖快的食物。有些

“糖友”吃的并不多，但餐后血糖依然高，很可
能是选错食物了。同样的食物，每个人的血
糖反应并不相同。
第四看吃饭顺序是否错了。对于“糖友”

来说，正确的进餐顺序是先吃蔬菜再吃蛋白
质最后吃主食。把主食放在最后吃，减少了
主食的摄入量，也有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
第五看用药是否合理。配对血糖的差值

可以让医生了解用药是否合理。 孟垚

泰心医院获评国家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
近日，我市泰达心血管病医院顺利通过国家标准化心脏康复

中心认证。该认证由国家卫健委牵头，在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建立
统一标准的心脏康复中心，实现我国心血管疾病康复治疗的均质
化，提升重大心血管疾病的综合管控能力，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冠脉搭桥术后、心
肌梗死后以及心绞痛；房颤、室早等心律失常；瓣膜病置换术后；心
力衰竭等均可进行心脏康复并从中获益。泰心医院康复科将在
本月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心脏康复科普月”活动，每周一和周四上
午十点在医院二楼家属等候区举行心脏康复相关知识科普讲座。

为什么天天刷牙，口腔科医生还是建议
人们定期洗牙呢？我市第三中心医院口腔
科闫景解释说，刷牙通常只能去除牙齿表面
70%左右的牙菌斑，残留牙菌斑会慢慢沉积

钙化形成牙结石，牙结石侵蚀牙周组织可诱发牙周炎等口腔疾
病，而清洁牙结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洗牙。但很多人觉得洗牙
后牙齿常有明显不适，对此闫景表示，多数情况下的患者不适是
去除牙结石后的不适应，经过一到两周症状即可消失。建议口
腔卫生较好的情况下，半年到一年到医院洗一次牙。牙周情况
欠佳的患者，可每三个月复查一次。

闫景说，洗牙后觉得牙缝变大是患者最普遍的不适症状。
这是牙结石被洗去，原本被牙结石覆盖的部位空了出来，让人以
为牙缝变大了，其实洗牙只是将牙齿原本的缝隙暴露出来。还
有些患者洗牙后感觉牙齿松动了。洗牙本身是不会引起牙松动
的，而对于重度牙周炎患者来说，牙结石的数量非常多，洗牙后
失去了牙结石牙箍的作用，就会感觉牙齿松动了，这也只是一种
假象。牙石中含有大量细菌，会加重牙周组织破坏，只有清理掉
牙结石才能使牙齿更加稳固，防止牙齿松动脱落。此外，有的人
洗完牙后觉得酸痛敏感，这主要是因为洗牙后牙根部失去了牙
结石的假性保护，突然完全暴露于外界，而牙根本身是比较敏感
的人体组织，通常不适感一到两周内都会慢慢消退。 陈颖

三大项目百万女性获益
大数据结论奠定筛查策略

高危女性筛查提前至35岁
易感基因突变检测需专业解读

乳腺癌有六大危险因素
乳腺X线检查是主要筛查手段

我市肿瘤医院医生在为市民做乳腺癌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