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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种最易转化癌症的病 

1 肝炎  虽然“病毒性肝炎患者只要活得够久，最终都会
患上肝癌”听起来有点绝对，但它的确是肝癌的最主要诱病原因
之一。因此，高危人群必须定期检查，以早诊早治。 
  2 糖尿病  有研究者指出，糖尿病患者癌症的患病率高于
非糖尿病患者，比较明显的癌症包括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前列
腺癌、结肠癌、胰腺癌等。对此，专家分析认为，这与糖尿病患
者中肥胖症发病率高有关，也与高血糖有关。另外，有研究表
明，增加血胰岛素水平的降糖药也可能增加患者罹患癌症的风
险。 
     3 慢性溃疡性疾病  口腔溃疡、胃溃疡十分常见，许多人
常常不将这些“小病”当回事。但专家表示，慢性溃疡长期存在
可能发生癌变。一般的口腔溃疡，经过适当治疗，7～10天就能
痊愈，但如果同一处溃疡数周甚至一个月还不见好，就可能和口
腔癌关系密切了。胃溃疡也是这样，如果反复发作，胃黏膜反复
受到破损刺激，就可能会恶变，发生胃癌。 
    4 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结节的发生与年龄、性别和颈部放
射线照射史有关。统计显示，女性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是男性的
4倍。多发性甲状腺结节多为良性，单个甲状腺结节，更偏向为
恶性，因此如果发现甲状腺有肿块，要及时去医院检查确诊。 
    5 乳腺囊性增生  据统计，乳腺增生长期不愈的病例中，约
20%可恶变，囊性乳腺增生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机会是健康人的4
倍。患乳腺囊性增生的患者要定期检查，以便及早发现有无癌
变。 
    6 胃肠道息肉   许多胃肠道癌是由息肉演变而来的，尤其
是腺瘤性结肠息肉，癌变率更高。有调查显示，结肠息肉患者结
肠癌发生率比一般人群高3～5倍，多发者可高出10倍。胃肠道息
肉癌变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大小、类型、数目等，一经确诊即应
治疗。 
    7 宫颈糜烂  调查发现，有宫颈糜烂的女性，宫颈高度病
变发病率显著高于无宫颈糜烂者。宫颈癌症状与宫颈糜烂表现很
相似，因此很容易被忽视，需要格外
警惕。 
  （摘自 人民网.健康卫生频道） 

    癌症疾病如恶魔般恐惧，常常
叫人防不胜防。中医提醒，如能尽
早发现癌症前兆对癌症预防大大有
利。六种不易被察觉的癌症，可以
通过小细节发现 
    一、感冒老不好——小心鼻咽癌 
    鼻咽癌初期症状不明显，很难
早期发现。如果出现流鼻血和一些

感冒症状，如流鼻涕、咳痰等，却一直没好，或平时
不常感冒的人，连续感冒，就要有所警觉，尽快去医
院检查。专家表示，因为淋巴肿大而导致鼻塞或影响
视力时，大多已经发展到中、后期了。 

 二、腰老疼，有肿块——提示肾脏癌 
 肾脏位于后腹腔，空间很大，与此相关的疾病早

期不容易发现。基隆长庚医院癌症中心主任王正旭提
醒，如果发现血尿、腰部疼痛、腹部有肿块，就要小
心是肾脏癌，应尽快做进一步检查。此外，爱吃止痛
药或常染头发的人，可能是肾脏癌的高危险群，建议
定期接受尿液检查及超声波检查。王正旭还补充，常
染头发除了与肾脏癌有关，也与膀胱癌有关，因为染
剂会透过泌尿系统代谢，如果长期堆积在肾、膀胱，
就可能刺激癌细胞病变。 

 三、久咳不愈——警惕肺癌 
 许多人发现咳痰带血，或者因胸痛、吞咽困难等

症状而去医院检查时，多半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如果
人们有吸烟的经历，久咳不愈，就要去医院了。 

 四、体重突然下降——可能是胰腺癌 
 如果出现上腹闷胀，或持续有不明原因的腹痛甚

至是背痛，照了胃镜或肝胆超音波都没问题;特别是
在没有刻意节食的情况下体重莫名减轻，就要警惕胰
腺癌了。 

 五、尿频——当心卵巢癌 
 美国癌症学会指出，女性有下腹肿胀、闷痛、骨

盆或腹部疼痛、很快就有饱足感、尿频与尿急，几乎
每天出现其中一种症状时，应快速就医。另外，肿瘤
有时可能会压迫大肠，因此若排便习惯有改变，也是
警讯之一。 

六、月经不规则——提示子宫内膜癌 
如经血变多、更年期以后出血，或月经不规律等

症状，连续出现3个月以上，就有内膜增生等癌前期
的可能。（摘自《中国老年》2014.3.上） 

    

   

    针对过敏性鼻炎，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手段，

但通过规范的防治方法，可以改善症状，控制病

情的发展。过敏性鼻炎的发作以接触吸入物过敏

源为主，因此，减少过敏源的接触，对于控制过

敏性鼻炎很重要。遇到雾霾天，董玉礼教授建议

过敏性鼻炎患者做好以下防护措施 

  1、外出时尽量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粉尘颗粒进入鼻腔。口

罩以棉质为宜，既不会引起过敏，也易于清洗。 

  2、除戴口罩外，外出时也可以在鼻腔涂抹抗过敏凝胶，通过物

理作用，帮助阻隔过敏源。 

  3、雾霾天少开窗，不主张早晚开窗通风，最好等太阳出来后再

开窗通风。 

  4、过敏性鼻炎患者最好不要在雾中晨练，尤其不要在雾中剧烈

运动。体育锻炼也应避开早上6点到8点和晚上8点到10点的污染高峰

期，最好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进行，此时空气中有害物质

的浓度相对较低。 

5、做好个人卫生，外出回来时要及时洗手、洗脸、漱口、清

洗鼻腔，每次清洗最好是用流动的水。 

最后，董玉礼强调，对于鼻腔的护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有条件

的可以到医院购买专业的鼻腔清理设备，没有条件的也是可以在家

里完成对鼻腔的清洗的。可以在手心里捧一温清水，然后慢慢地吸

入到鼻腔内部，待温水停留一段时间后可以像擤鼻涕一样将

清水带出。 （摘自《辽宁老年报》 2014.11.4 ） 

癌症的6个前兆 

 雾霾天气过敏性鼻炎患者要当心 

雾霾会导致鼻炎症状加重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空气中的

悬浮颗粒增加，雾霾天气增多，使得过敏性鼻炎患者日益

增加。目前，中国有超过一亿的过敏性鼻炎患者。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耳鼻喉中心董玉礼教授介绍，

“近日，门诊接到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急剧增加，可能与最

近的雾霾天气有关。患者吸入的有害颗粒刺激鼻黏膜，会

导致症状加重。部分过敏性鼻炎患者甚至同时伴有哮喘发

作。” 

  董玉礼指出：“鼻腔是一个开放的门户，当我们呼吸

时，会不可避免地吸入空气中的有害颗粒。一些有害颗粒

可能会刺激机体免疫系统而诱发或加重过敏性疾病。另

外，有害颗粒也会加重过敏性鼻炎患者的鼻部炎症，使症

状加重。而且，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很常见，鼻炎越重，

哮喘越重，哮喘急性发作还会危及生命。” 

医疗卫生 

四大建议，远离过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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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从头到尾吃萝卜  
俗话说“秋季萝卜赛人参”，

眼下正是“小人参”上市的好季
节。但鲜为人知的是，萝卜各部分
口感不同，吃法上也有所不同。 

萝卜的顶部到3~5厘米处水分
较少，质地很硬，适宜切丝爆炒、
做汤，也可以配羊肉调馅，味道极
佳。 

萝卜中段含糖量较多，甜度较
大，质地脆嫩，这个部位是整个萝
卜口感最好的，所以适合生吃，用
中段拌沙拉、做凉菜也都特别可
口，另外也可以炒或做汤。 

萝卜中段以下到尾部，含有较
多的淀粉酶和芥子油，味道辛辣，
可以起到健胃消食的作用。如果喜
欢萝卜的辛辣味，可以选择生吃此
段，或者腌制成萝卜干。接受不了
辛辣味的人可以选择炒、炖汤或做
馅等烹调方法，可减少其辛辣味。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为了摄
入更多的营养，萝卜最好带皮吃。 

（摘 自《辽 宁 老 年 报》
2014.11.4） 

   放个苹果，土豆不发芽 

土豆很容易发芽,如果在土豆

中加一个苹果,就能有效防止土豆

发芽,延长土豆保存期。 

纸袋包蘑菇，不易变黏 

保存蘑菇最怕受潮，放在冰箱

里的蘑菇很容易受潮变得黏糊糊

的。不过将蘑菇保存在硬纸袋中，

可以很好地解决蘑菇变质问题。塑

料袋装蘑菇，容易导致水分无法散

发，进而加速蘑菇霉变。 

铺张纸巾，生菜不蔫  
冰箱中的湿气太大，生菜等绿

叶菜放入冰箱久了容易变黄发蔫，
失去清脆口感。生菜最好不要直接
放进冰箱，应先把生菜表面的水滴
风干，再用干净纸巾将生菜包裹
好，装进袋子放入冰箱保存。或者
在冰箱保鲜盒里铺层纸巾，以吸收
潮气，延长果蔬保鲜时间。 

（摘自《辽宁老年报》2014.11.4） 

 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营

养，食品商家们也极力迎合人

们的心理。近日，美国媒体指

出，纯天然、全谷物、含蛋白

成为三大最热的营养趋势，也

成为一系列产品的主打招牌，

但营养专家提醒，这些标榜

“健康”的食品未必都真健

康。 

全谷物，要看清成分表 

粗粮对身体有益的观念深

入人心，超市货架上一般都摆

放着不少标明“全谷物、纯粗

粮” 等字眼的食品，号称含

有精选谷物，可补充膳食纤

维。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

教授江文章指出，市面上常见

的燕麦粥等粗粮速溶饮品，选

用的谷物，大多属于等级较

差、成本较便宜的原料，例如

碎米或存放比较久的谷物等。

它们经过加工、磨粉后营养素

很容易流失，靠它来弥补摄取

谷物的不足，并不实际。另

外，纯正谷物就算被磨成粉，

也应保有原来的麸皮、胚芽比

例。选择时消费者应看清成分

表首位是否有“全麦”、“全

谷物”字样。 

粗粮能量棒、粗粮饼干也

是很多消费者零食的首选，认

为其富含膳食纤维对健康有

利。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

签通则》，宣称“膳食纤维来

源或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

维含量应≥3克/100克或≥1.5

克/100毫升，但记者在调查中

发现，很少有粗粮棒或饼干在

营养标签中标注。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营养生化研究室主任常

翠青表示，有些所谓的“粗粮

食品”，只是在精白米面中加

了点麦麸，膳食纤维含量很

少。常翠青建议，获取粗粮最

好的办法还是自己做杂粮粥、

杂粮饭和五谷豆浆等。 

“纯天然”多是炒概念 

英国专业市场调研公司发

布的“中国食品安全消费者生

活方式报告”显示，尽管中国

产品经常被曝出包装上的宣传

名不副实，但仍有87%的人愿

意花高价购买标有“纯天然”

等字样的食品。记者发现，超

市里印有“纯天然”或“天

然”字样的食品并不少见，主

要包括肉蛋类、加工食品如水

果干，及打着标签的果蔬。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表

示，“天然”本身不是坏事，

只是这个词正在被滥用。“关

键要看里面的污染物有没有超

标，相关营养素含量是多少

等”。相对而言，天然形态、

加工程序少的食品，健康价值

损失较少。比如新鲜的苹果比

粗加工的苹果干更有价值，苹

果干又比深加工的苹果果脯更

有营养。 

蛋白质，天然食物就能满

足 

市场上“蛋白”类产品一

直很受欢迎，包括各种口味的

蛋白粉、蛋白饮料、蛋白营养

液等。天津营养学会名誉理事

长付金如表示，蛋白粉所起到

的作用不能和天然食物媲美，

因为它们只提供某些氨基酸，

却少了天然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中所含的生物活性因子，如大

豆异黄酮。而蛋白饮料中所含

蛋白质非常有限，远达不到正

常成年人每天最少需60克左右

的推荐量。付金如指出，补充

蛋白质，通过日常膳食完全可

以做到。比如，2两牛肉所含

的蛋白质在20克左右，2两豆

腐约含蛋白质10克。 

 

（摘自《辽宁老年报》2014.11.6） 

 

购买健康食品 警惕标签上的噱头 

冲锋衣与其他衣服不一样，冲锋衣一般都是防水，透气
型，而且冲锋衣一般比较耐脏。 
冲锋衣洗涤小贴士： 
    1.洗涤剂选择：切记不可选用洗衣粉肥皂等碱性洗涤
用品，最好使用中性洗涤液，如果不好判断溶液性质，可
以用浴液或洗发水代替（这些一般都是中性的）。 
    2.洗涤方法：把中性洗涤剂溶解于冷水中，将干的冲
锋衣放入浸泡20到30分钟，然后用手轻揉，领口袖口污渍
较重处可以先用衣领净等溶液进行预处理，浸泡后可以用
软毛刷轻刷。洗净后不可用甩干机脱水，否则对GTX薄膜是
致命的伤害，悬挂于阴凉处阴干。  
    关于里面有抓绒内胆的，可以机洗脱水，但为了保证
抓绒的柔软和保暖性，最好也使用中性洗涤剂 
    3.洗涤说明：可以冷水柔洗，自然晾干即可。不能拧
干也不能干洗。冲锋衣易脏的布基都是化纤材料，很容易
去除污迹，用中性洗衣粉泡二十分钟左右，较赃的地方用
软刷（牙刷也行）或海绵擦一擦即可干净，清洗后不用
拧，直接挂衣架凉干即可。这种方式并不复杂。 其实冲锋
衣一般就是户外运动才穿一次，一年清洗一两次基本就可
以了。 

（摘自《辽宁老年报》2014.11.6） 

  这些食物不宜同食 
 钙片不宜与菠菜同

时进食，菠菜含有大量
草酸钾，易生成草酸钙
结石；抗过敏药不宜与
奶 酪、肉 制 品 同 时 进
食，否则会诱发头晕头
痛等不适症状；羊肉：
忌 与 南 瓜、豆 浆、乳
酪、霉 干 菜、赤 豆 同
食。 

（摘自 39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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