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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健康话题

我国乳腺癌高发年龄日趋年轻化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近日，由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办、天津市肿瘤医院承办
的“第十届天津国际乳腺癌会议”正式召开。 大会执行主席、天津市肿瘤医
院乳腺肿瘤三科科主任张瑾教授介绍，乳腺癌的发病率已经高居女性恶性
肿瘤之首，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乳腺癌发病年龄高峰偏低，位于 45—50
岁，治疗则越来越趋于精准化、个体化的治疗方向。

高发年龄较西方年轻近 20 岁
全球乳腺癌的发病率近 20 年来始终
呈上升趋势， 现已成为女性第一大恶性肿
瘤。 根据 2017 年发布的中国肿瘤登记年
报显示， 乳腺癌发病率高达 28.42/10 万，
每年新发病例约 27.9 万，并以每年 2%—
2.5%的速度递增。 据测算，到 2021 年，中
国将有 250 万乳腺癌患者。
张瑾教授介绍， 欧美国家乳腺癌的发
病率一般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约 2/3
患者都发生在绝经后，高发年龄是 65—70
岁。 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乳腺癌有两个发
病高峰， 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45—50 岁之
间，另一个出现在 70—75 岁之间，呈“M”
形分布，诊断的平均年龄是 45—55 岁，较
西方女性年轻了 10—20 岁。 由于我国人
口基数大，患者的绝对数量大，大城市女性
的发病率是农村人口的近 2 倍， 年轻患者
数量也相对较多，35 岁以下年龄段患者约
占 10%到 15%。

自检不能代替防癌筛查
乳腺癌发现越早， 治疗效果越好是公
认的事实。 若在乳腺癌的早期阶段发现并
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

达 95%，II 期患者也能达到 70%以上，如
果到了 III 期乳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只
有 40%—50%，IV 期则更低。 定期进行乳
腺检查，是预防乳腺癌的最有效的方式。
然而由于部分女性防癌意识较弱、 乳腺
癌普查未能覆盖全部人群等原因， 我国
妇女早期乳腺癌中 I 期检出率约占 20%
—25%，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则达 80%
以上。
对于没有条件开展常规体检的地区或
人群， 乳腺自我检查有助于尽早发现自身
一些乳腺癌发病“信号”，一旦发现乳腺肿
块、乳头溢液、乳头内陷、乳房皮肤改变、出
现“酒窝”状凹陷特征以及其他乳腺异常
的情况， 就应及时去医院做进一步的专业
检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自检绝不可替代
必要的防癌体检。 肿瘤早期不一定会出现
明显症状，难以及时察觉。 除了医生触诊之
外，建议 35 岁以下人群进行 B 超检查；35
岁以上女性最好每年做一次正规的乳腺 x
线检查，对于 X 线中腺体密度超过 50%的
女性需要同时联合 B 超检查；对有乳腺癌
家族史者、未育、月经初潮早或停经晚的乳
腺癌高危人群，建议在乳腺 X 线基础上，联
合 B 超或乳腺核磁检查。

精准化治疗是趋势
张瑾教授介绍，过去的 20 年，乳腺癌
的诊疗水平和管理模式进步飞速， 越来越
趋于精准化治疗，呈现以下三个变化趋势：
首先在检测方面， 随着医学和科技的进
步发展，乳腺癌分子分型也不断走向“细分”。
当前乳腺癌的影像学检查、免疫组化、基因检
测的分级诊断结果已经愈发精确，不仅可发现
小至 1MM 的肿物， 还可以将乳腺癌分为不
同亚型， 从而根据每种亚型的生物学特性，掌
握其在发病人群、治疗策略和临床预后等方面
的差异，更好地开展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
其次在治疗方面， 经过多年规范化诊
疗的推广， 乳腺癌治疗已经从过去的经验
式治疗过渡到了个体化的分类诊疗。 过去

经常脸抽眼跳当心“面肌痉挛”

夏秋季小儿当防手足口病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手足口病是幼儿的常见病， 针对家
长们关注的问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
科专家为大家进行健康宣教。
1 、什 么 是 手 足 口 病 ？ 得 病 后 有 什 么
表现？

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传染病， 多发
于学龄前儿童，尤其是 3 岁以下小儿， 肠
道病毒均可引起。 尤其是以柯萨奇 A 组
16 型和肠道病毒 71 型。一年四季均可发
病，其中夏秋季节为高发期。
手足口病一般症状较轻，大多数患者
发病时，往往先出现发烧症状，手掌、脚掌
出现斑丘疹和疱疹 （疹子周围可发红），
口腔粘膜出现疱疹和 / 或溃疡，疼痛明显。
部分患者可伴有咳嗽、流涕、食欲不振、恶
心、呕吐和头疼等症状。 少数患者病情危
重，可并发脑炎、脑膜炎、心肌炎、肺炎等，
如不及时治疗可危及生命。
2、手足口病是怎么传播的？ 有疫苗吗？
手足口病传播途径多， 主要通过消
化道、呼吸道和密切接触传播。 可通过接
触病人的粪便、 疱疹液和呼吸道分泌物
(如打喷嚏喷的飞沫等)及被污染的手、毛
巾、手绢、牙杯、玩具、餐具、奶瓶、床上用
品等而感染。
手足口病仅有针对 EV-71 病毒感染
的疫苗， 对其他种类的病毒尚无有效疫
苗，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是完全可防
可治的。
3 、哪些人容易患手足口病？

婴幼儿和儿童普遍多发，3 岁及 3 岁
以下婴幼儿更容易得病。 成人的免疫系
统发育完善，感染后多不发病，也无任何
症状。 但感染后会造成隐匿传播，因此成
人也需要做好防护，避免传染给孩子。
4 、手足口病能治好吗？
如果得了手足口病， 轻症患者绝大
多数情况下 7—10 天可以痊愈， 不会留
下后遗症，皮肤上也不会留下疤痕。 根据
以往的发病与治愈情况看， 只有少数
EV-7 病毒感染的患者可能出现脑膜炎、
肺炎等，只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多数可
以痊愈， 只有极个别会出现死亡或留下
后遗症。
5 、孩子出现可疑症状怎么办？
如果孩子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
及时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 同时要密切
观察孩子情况。 不要去幼儿园和人群聚
集的公共场所， 避免与其他孩子接触玩
耍。 一旦出现突然发高烧或神志不清、昏
睡、肌肉或身体抽动、呼吸困难等，应立
即送孩子到医院就诊。
6 、一般家庭怎么预防？
预防手足口病的关键是注意家庭及
周围环境卫生，讲究个人卫生。 饭前便后、
外出后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不喝生水
不吃生冷的食物；居室要经常通风；要勤
晒衣被。 流行期间不带孩子到人群密集、
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要避免接触患病
儿童。 流行期可每天晨起检查孩子皮肤

医生主要根据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
征来选择治疗方案， 但具有相似特征的患
者在应用相同的化疗方案后结果却不尽相
同。 如今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乳腺
癌易感基因和致癌位点相继被发现， 为乳
腺癌精准治疗提供了更多科学依据。
另外在患者的生活质量方面， 更加优
化患者的治疗方式，已经从过去的“最大
可耐受”转向“最小可治疗”，在疾病规范
化诊治的前提下， 更加注重提高乳腺癌患
者的生活质量。 随着如今保乳、乳房再造等
技术越来越成熟， 新型靶向药物的相继问
世，耐药问题、化疗安全性等方面相较于过
去也有了极大改善， 都让乳腺癌治疗不仅
仅局限于生存， 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多地为
患者的生活质量考虑。

(主要是手心、脚心)和口腔有没有异常，注
意孩子体温变化。
7 、如 果 家 里 有 孩 子 感 染 要 特 别 注 意
什么？

要注意不让生病的孩子接触其他儿
童；孩子的唾液、痰液等分泌物要用卫生
纸包好丢到垃圾箱， 孩子的粪便要收集
好、消毒后丢入厕所，不要随意丢弃，同
时要消毒便盆；看护人接触孩子前、替换
尿布后或处理孩子粪便后都要洗手；生
病孩子的衣服、玩具、餐具、枕头被褥等
要保持卫生，孩子的日常用具要消毒；要
勤开窗通风。 如果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得
病，还应及早告诉老师，并不要着急让孩
子去幼儿园， 要在全部症状消失一周后
再去，防止传染其他孩子。 轻症患儿多不
需要住院治疗，在医院确诊、确定治疗方
案后遵医嘱居家治疗、注意休息即可，可
减少交叉感染。
8 、怎样对日常用品进行消毒？
如果家里没有孩子得手足口病，采
用一般家庭的预防方法即可， 不需要使用
消毒剂。 如果家里有孩子得了手足口病，可
采用以下方法消毒：奶嘴、奶瓶、餐具、毛巾
等物品用 50 度以上的热水浸泡 30 分钟
或者煮沸 3 分钟；污染的玩具、桌椅和衣物
等使用含氯的消毒剂 （84 消毒液或漂白
粉）按使用说明每天清洗；孩子的痰、唾液
和粪便、 擦拭用纸等都最好倒入适量消毒
剂，搅拌消毒后再丢入厕所。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殊不知，
偶尔眼跳可能是眼睑痉挛造成的， 但若经常
眼跳且眼跳局限在一侧的面部， 就要当心是
否患上了面肌痉挛。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科中心神经外
六科主任孙洪涛介绍说， 面肌痉挛又称单脸
抽搐，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但常易被患者误认
为是眼跳或着凉受风所致， 且由于其发病人
群集中在中年以后， 不少患者误以为这是机
体老化的一种反应， 从而任其发展。 孙主任
说， 面肌痉挛包括原发性面肌痉挛和继发性
面肌痉挛两种。其中，继发性面肌痉挛是指由
于胆脂瘤、听神经瘤、脑膜瘤、脑血管畸形等
颅内疾病引起的面肌抽搐， 应选择治疗那些
原发疾病为主。 而原发性面肌痉挛是由于动
脉硬化等原因造成脑内控制面部肌肉的神经
和临近的颅内血管“纠缠”在一起，血管舒缩
对面神经造成搏动性压迫，最后导致神经脱髓
鞘病变，引起面部肌肉异常抽搐。 随病情进展
抽搐会日趋加重，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有这些症状者要警惕患面肌痉挛， 应及
早到正规医院检查诊治：1. 以一侧眼睑开始
的阵发性不自主的抽搐， 随着时间延长可扩
展至同侧面部的其他面肌， 伴有口角肌肉抽
搐极为常见；2. 抽搐反复发作， 自己不能控
制，多在情绪激动、紧张、劳累或与人交谈时
加重；3.严重者甚至会睁眼困难、口角歪斜，
无法正常工作或学习。
据统计，临床上有 85%的面肌痉挛患者
在治疗上存在误区，如盲目轻信广告、迷信一
些偏方、验方等，还有患者及家属害怕进行手
术治疗，造成久病不愈，患者十分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