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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3肺癌病例发现已是中晚期
国际肺癌日 成都市癌症防治中心开启系列肺癌防治宣传活动

你知道吗？每5个
肿瘤患者中，就有超过1
个是肺癌患者；每10个
死于肿瘤的患者中，就
有近3个人是死于肺癌，
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居于
所有恶性肿瘤的首位。

虽然在所有癌症
中，肺癌属于典型的“早
癌九成可治，晚癌九死
一生”，早期患者的5年
生存率甚至可以比晚期
患者高出10倍以上；但
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
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
总体仍然偏低，不超过
20%。

为什么肺癌明明可
治，却仍成为了恶性肿
瘤中的“第一杀手”？肺
癌患者的“生存还是死
亡”，关键取决于什么？

科学防治肺癌，从
了解肺癌开始。自2001
年起，国际肺癌研究协
会倡议将每年的11月设
定为“全球肺癌关注
月”，11月17日是“国际
肺癌日”，从今日起，成
都市癌症防治中心（成
都市第七人民医院）以
“为健康守护，对肺癌说
不”为活动主题，牵头组
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系
列肺癌防治宣传活动。
成都市癌症防治中心副
主任、成都市第七人民
医院副院长陈维永表
示，在“全球肺癌关注
月”期间，将通过医疗工
作者和癌症防治专业机
构工作人员的公益科
普，向成都市民普及防
癌、抗癌的科学知识，提
高人群健康素养。

今年3月，由国家癌症中心发起，
联合多学科专家共同制定的《中国肺
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显示，中国的肺癌发病数和死
亡数分别占全球的37.0%和39.8%，远
远高于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18%这一
比例，肺癌的防治已经成为我国癌症
防控面临的重大挑战。

“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并不是因为

我国的医疗水平差，其实在癌症的临
床治疗上，我国总体上已经走在了世
界前列，”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肿瘤科
主任李争光介绍，目前我国在肿瘤综
合治疗方案、医疗设备、可用药物等方
面都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我
们的差距主要存在于两点：一个是

‘防’，一个是‘筛’。”
李争光主任介绍，肺癌根据病情

的发展阶段可分为一至四期，在我国
肺癌新发病例中，三四期肺癌占比为
64.6%，也就是说有近三分之二的肺癌
患者一查出来时就已经发展到了中晚
期。“分期越高，治疗起来越麻烦，花费
越大，患者的生存机会肯定就越低。”
因此，重视肺癌的预防和早诊早治，无
论对于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都已经
到了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地步。

李争光主任介绍，虽然目前癌症
的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医学上对肺
癌的发生总结了几个高危因素：

第一是吸烟，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人群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为不吸
烟者的2.77倍，而且吸烟者的吸烟量越
大、时间越长，患肺癌的风险也就越高。

第二是接触二手烟，就算自己
不吸烟，但暴露在有二手烟的环境
中的人患肺癌的风险也是无暴露者
的1.33倍。

第三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史，慢

阻肺患者患肺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的
1.5倍左右。

第四是职业暴露，接触石棉、氡、
铍、铬、镉、镍、硅、煤烟和煤烟尘都会
提高患肺癌的风险。

第五是遗传因素，研究显示在一
级亲属有肺癌患病史的人群中，肺癌
风险增加了86%。

针对以上这些高危因素和防癌的
普遍规律，李争光主任为大家总结了
一套预防肺癌的知识要点，“首先最重
要的当然就是戒烟，吸烟是肺癌发生

的最大危险因素，可以说是‘害人害
己’。这方面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自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控烟
运动之后，从1990年到2014年，美国肺
癌男性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43%。”

除此之外，他提醒大家也要注意
避免接触污染环境，在工作和居家场
所中注意日常清洁与通风，在污染环
境中工作的人群要特别注意防护，以
减少有害物质的吸入。同时，合理的体
育锻炼、新鲜蔬菜和水果摄入等都是
肺癌的保护因素。

我国2/3肺癌病例发现已是中晚期 预防和早诊早治刻不容缓1

预防肺癌，警惕五大危险因素2

“揪出”早期肺癌 这些人群建议加强筛查3

谁都知道肺癌越早发现越好治，
但早期肺癌有什么症状，要怎么提前
发现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呼吸科
主任李小波表示，其实早期肺癌的症
状大多很隐蔽，与普通咳嗽、感冒很相
似，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症状严重
就医时已到了中晚期。“发现早期癌

症，还是要依靠筛查，特别是肺癌的高
危人群。”

李小波主任建议，有两类人群应
该定期开展肺癌筛查：第一种是上述
肺癌高风险人群，第二种是50~74岁人
群。“肺癌筛查建议选择低剂量螺旋
CT，不建议采用胸部X光。”

肺癌治疗越早越简单 MDT参与更精准4

如果不幸患上肺癌，规范化的诊
断和治疗对患者来说至关重要。作为
成都市肿瘤医院、成都市癌症防治中
心，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在肿瘤治疗
上拥有实力雄厚的多学科团队，配合
完备的硬件条件，可以为各个阶段的
肺癌患者提供精准的诊断和规范化
的治疗。

李小波主任介绍，市七医院目前
已经开启了肺结节专科门诊，由呼吸
科、介入、肿瘤科等多学科专家联合
为患者筛查出的肺结节提供精确诊
断。“大多数的肺结节暂时不需要治
疗，但需要长期观察随访，我们还正
在筹备一个针对这部分人群的肺结
节全程管理中心，帮患者把担心的结
节给管起来。”

李争光主任则介绍了市七医院的

肺癌治疗“天团”：早期肺癌患者可以
采用微创手术或结节消融术，直接将
肿瘤杀灭在“摇篮”中，术后可能无需
放化疗；针对肺癌中期患者，市七医院
配备了全国先进水平的高精度放疗设
备，并作为成都市级医院中唯一一个
自有基因检测实验室的团队，可以为
患者提供放疗、化疗、精准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等综合性癌症辅助治疗。

此外，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癌也是
市七医院的特色，中医科主任韩林介
绍，中医在肺癌的预防和早中晚期治
疗中都大有可为，除了通过中医养生
理论指导一般人群情志调控、健康饮
食等积极作用外，中医药针对肺癌患
者积极治疗期间减轻放化疗副作用、
提高治疗效果，针对晚期患者控制疼
痛、改善生活质量等都有明显作用。

成都市癌症防治中心：发现癌症的城市之眼5

一个城市的癌症防治事业，离不
开监测它的“眼睛”。成都市癌症防治
中心副主任陈维永介绍，2017年成都
市卫健委设立成都市癌症防治中心于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在市卫健委领
导下是主要承担牵头全市癌症防治学
术交流、科普宣传、早癌筛查、新技术
开展，肿瘤信息化建设等职能的专业
机构。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陈维
永表示，“肿瘤可防可治，预防重于治
疗”，呼吁广大成都市民建立“每个人
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观念，防治
肺癌，从自身做起：戒烟限酒，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的意识，定期体检；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配合科学诊治。
四川名医 王欢

提名通过率远低于前总统

据白宫称，截至11月5日，拜登
已提名78位大使，其中7位已获得
参议院确认，通过率仅为9%。而对
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在
同一时间里，参议院对他们的大使
提名通过率分别为77% 和 70%。
其中奥巴马提名83名大使候选人，
64名得到确认；特朗普提名57名大
使，40名获得确认。

“拜登政府执政10个月，只有
一小部分外交人员能够与世界接
触。”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
劳利说。他表示，许多外交事务等
待着美国大使及时到位，着手解
决。目前情况下，国家外交团队之
间根本没有动力去建立或维系关
系，一些外交举措也被搁置一旁。

外媒称，提名受阻导致拜登政
府“功能失调”是由于至少两名共
和党参议员数月以来的反对。他们
通过拖延确认美国驻外大使的进
展，以试图在不相关的外交政策问
题上向拜登政府施压。报道指出，
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对拜登政府在
俄罗斯输油管道以及“伊朗核协
议”等问题的决定不满。而参议员
乔什·霍利要求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两人辞职，因为两人在阿富汗撤军
问题上“表现失败”。

蜗牛般的确认速度引起了美
国外交服务协会的警觉。主席埃里
克·鲁宾表示：“无论是在其他国家
还是美国，都没有在如此久的时间

内，缺少这么多的外交大使。”据协
会数据显示，提名人等待确认的平
均时间为109天。“快一年了，美国
都还没有填补一半的大使空缺。”

美国务院官员：
这是“给自己戴上手铐”

据报道，美国驻法、德等国家的
外交大使还尚未得到参议院确认，
而拜登甚至还未提名驻英国、澳大
利亚等国家的大使。而大使职位空
缺会限制美国外交人员与其他国家
高级领导层接触，削弱外交。因为临
时派驻的外交官缺乏参议院赋予大
使的地位与参会机会，遵守严格礼
节的国家不允许大使级以下的外交
官会见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

“其他人都没法像获得参议院
确认的大使那样，可以获得同等的
尊重与准入，他们是美国总统的代
表。”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
道，“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无论是
美国盟友还是竞争者，会以这种方
式给自己戴上手铐（阻碍外交）。”

另一方面，这可能会影响美国
与其他国家进行各种事务谈判。外
交服务协会主席埃里克·鲁宾表示，
长远看来，东道国政府不再关心美
国为什么不派大使，无论是因为总
统未任命还是参议院未确认。“他们
只会觉得，美国似乎并不在意，没有
足够的承诺与诚意派遣外交使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
雅林 实习记者 丁文

■ 酝酿更多制裁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
雷利15日表示，对白俄罗斯的新制裁
将针对一些个人和实体，具体措施将
在未来几日公布。欧洲媒体报道，制裁
对象可能包括运输难民的航空公司、
旅行社等。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表示
将与欧盟协调对白实施更多制裁。

白俄罗斯与邻国的难民危机自今
年8月就已出现。大量来自中东的难
民为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取道白俄
罗斯进入波兰和立陶宛等邻国。随着
边境难民不断增多，近来当地局势日
趋紧张。欧盟指责白俄罗斯向欧盟边
境运送难民，并迫使他们非法进入欧
盟。但白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
是西方制裁导致其无力控制难民潮。

欧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对白俄罗
斯实施多轮制裁。其中，欧盟自去年
10月以来，以去年8月的白俄罗斯总
统选举存在舞弊为由，对白实施了四
轮制裁，涉及 166 名个人和 15 个实
体，制裁内容主要是旅行禁令和资产
冻结。今年5月瑞安航空事件后，欧盟

于6月禁止所有白俄罗斯航班飞越欧
盟领空和进入欧盟机场，并实施了有
针对性的经济制裁。

■ 恐难达到目的

尽管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对白俄罗
斯施压，但欧盟安全研究所政治学专家
克拉拉·波特拉表示，认为实施制裁可
以改变目标国行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尽管白俄罗斯此前已遭遇多轮
制裁，但据白通社报道，白国内生产
总值今年1月至8月增长了3%，外贸
顺差超过20亿美元。而针对欧盟可能
的新制裁，卢卡申科11日就已发出威
胁，如果欧盟扩大制裁范围，白方将
切断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运输。

与此同时，“欧盟记者”新闻网站记
者路易斯·奥格认为，西方制裁不仅不
会对白俄罗斯相关人员造成很大影响，
还将把白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俄罗斯。

事实上，白俄罗斯最近确实加强
了与俄罗斯的联系，卢卡申科9日就
难民危机与俄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两
国近期还有一些军事动作，俄两架战

略轰炸机10日与白空军共同在白领
空执行巡逻任务，两国军队12日还在
白境内共同进行了战斗任务演练。

此外，波兰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处
理此次难民危机时也将矛头对准了
俄罗斯，将其和白俄罗斯一道列为此
次危机的背后策划者。俄方回应指出，
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摧
毁了难民的原籍国，而不在俄白两国。
分析人士指出，西方同时对俄白施压，
只会促使两国进一步相互走近。

■ 内部矛盾凸显

在此次难民危机中，尽管处于一
线的波兰和立陶宛将欧盟作为后盾，
但它们与欧盟的矛盾也在处理危机过
程中凸显。两国希望通过修筑“隔离墙”
限制移民入境，但欧盟出于政治和人
道主义考虑，长期拒绝为修墙提供资
金，只是近来迫于压力才有所“松口”。

此外，波兰还反对欧盟插手其对
边境难民的处理。波兰政府已宣布其
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进入紧急状
态。据欧洲媒体报道，波方多次拒绝

德国提出的边境保护援助提议，不允
许媒体记者甚至是总部位于华沙的
欧洲边境管理局的人员前往边境地
区，无视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的在边境
提供支持的要求。

根据欧盟相关规定，成员国应与
欧洲边境管理局密切合作，共同执行
难民遣返相关决定。但欧盟委员会负
责内部事务的委员于尔娃·约翰松至
今未能访问波兰边境地区。欧盟已呼
吁有关成员国确保滞留在边境的人
员得到必要的照顾和援助。

目前，为解决难民危机的外交行动
正在展开。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11
日和15日分别同普京和卢卡申科通了
电话，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也与普京通
了电话，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14日同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
了电话。俄方已表示愿调解此次难民危
机，白方也表示希望尽快解决危机。

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白追加制
裁的最新决定令双方关系更趋紧张，加
上欧盟难以对白邻国施加有效影响以
缓和边境局势，这些外交努力能否在
短期内取得成果还难说。 （新华社）

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15
日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与白俄
罗斯接壤边境的难民问题，与
会各国代表同意对白实施新
制裁。白总统卢卡申科同日表
示，正致力于遣返滞留在该国
与波兰边境的难民，但如果欧
盟对白俄罗斯施加新一轮制
裁，白方将予以反制。

分析人士指出，西方国家
此前已对白俄罗斯实施多轮
制裁，新制裁可能导致白与西
方紧张关系加剧，并使难民危
机进一步升级。

2月11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前）在明斯克举行的白俄罗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上发表主旨报告

边境难民危机进一步升级

欧盟针对白俄罗斯
酝酿更多制裁

怪议员作梗？
提名78名大使仅获批7名
拜登政府“功能失调”？

据外媒报道，在拜登政府上
台10个月后，美国在一些国家的
大使职位仍然空缺，只能由外交
官代替大使管理美国驻外大使
馆。据报道，截至11月5日，在美
国总统拜登已提名的78位大使
中，仅有7位获得参议院确认，比
例仅为9%。而许多其他国家的
大使，拜登还尚未提名。

报道称，虽然很难指出提名
确认受阻或缺少驻外大使会导
致哪些具体的问题，但白宫官员
以及一些外交官称，这将会以更
微妙的方式破坏美国外交政策
的实施。

拜登已提名美国前驻比利时
大使丹尼斯·鲍尔任驻法国大使，
她正在等待参议院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