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心

“走近一看，车窗被一个
纸箱遮了起来，心想完了，可
能是车窗被砸了，钱包估计也
丢了。”10月26日上午9点
半左右，成都市民胡长友前往
温江区第一福利院附近办事，
车开到路边停好后，他直接锁
门离开，却忘记检查窗户是否
关好。大约2小时后返回时，
却发现车窗被纸箱遮挡住，一
开始他以为遭遇盗窃，后来才
发现原来是有好心路人为其
车辆遮挡雨水，不仅钱包没
丢，也避免车被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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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上万份检查单，华西超声马步云总结：
健康的乳房都没得这个东西

扫码关
注“成都
商报四
川名医”，
查看本
期视频。

下期预告

关节酸、胀、痛？
骨科专家黄勇教你正确应对！

据统计，中国患有关节疾病的有
1亿人以上，且人数还在不断上升。关
节酸胀，关节肿痛更是成为更多人的

“常态”。关节疾病对患者的生活、工
作、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工作生活的压力，
关节疾病不再是中老年疾病了，许多
人有着“30 岁的身体，50 岁的关节”，
关节疾病的年轻化让我们不能再忽视
自己的关节问题了。

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养护关节？
关节炎要怎样预防和正确治疗？下期

《名医大讲堂》特别邀请到成都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主任、成都中医药大
学骨科教研室主任黄勇博士，来为大家
做现场讲解，欢迎大家免费报名参加。

如何参加：
1、微信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栏目条
“名医大讲堂”免费报名参加讲座；

2、拨打电话报名：028-69982575。
凡报名成功后将收到通知短信，届时
请凭借短信入场（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时间：11月5日（周二）15：00
正式开讲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
1号 亚太大厦4楼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健康教育基地（地铁3号线、4号线市
二医院站B口出） （马吉楠）

一
成都约80%女性

没有进行乳腺癌筛查
您在其中吗？

马步云医生将门诊就诊者大致
分为以下5类——

1、体检：在体检中心、门诊中做
相关检查；

2、咨询：家人、同事、朋友患病，
引起警觉，前往就诊；

3、患者自己异常发现：疼痛、肿
块、乳头溢液及其它；

4、院外初步诊治：进一步诊治。
5、治疗后随访：尤其是乳腺肿

瘤及乳腺癌患者。
“疼痛、肿块、乳头溢液是患者

就诊的三大主因。”马步云医生认
为，很多患者都是在出现相关临床
征兆后才前往医院检查，大多数人
的筛查意识并不够强。

“我们科室去年做的乳腺超声
检查量大概在25万例。”马步云医
生说，这个数字并不算多，甚至可
以说很少，加上其他医院的数据粗
略估算，成都地区的女性每年大概
也只有约20%的人群进行了乳腺癌
筛查。

判断乳房健不健康，够不够软、
有没有肿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
素，偏偏乳腺肿块是女性普遍面临
的问题。

马步云医生认为，乳房的“肿
块”可能是正常的乳腺组织、乳腺增
生、乳腺纤维腺瘤、囊肿等，大多为
良性，在诊断清楚的前提下，定期复
查，遵从医嘱即可；但有的肿块可能
是乳腺癌的隐藏信号，“乳腺癌大多
为无痛性肿块，对于无症状、无感觉
的肿块应尽早确诊！”

二
肿块要定性，

“不痛”的最值得警惕
彩超+钼靶最好都做

对于有些病灶小、位置深或乳
房丰满的难以确诊的肿块，医生触
诊难度大，此时尤其需要通过一些
影像学的检查方法去发现早期病
变。马步云医生介绍，在临床上，主
要有这几种影像学检查方法——

超声
超声方便、迅速，无放射性，无

年龄性别影响，且不受胸部大小、形
体限制，可以根据需要反复检查，是
中国女性常用的检查手段。

没有检查盲区，对小病灶敏感；
不受致密型腺体影响，鉴别囊

性与实性肿块的准确率较高，能大
致判断肿瘤的良恶性；

还可引导穿刺活检，了解腋窝
和锁骨上淋巴结有无转移。

X线（钼靶）
钼靶需将整个乳房压扁透视，如

果乳房体积偏小、肿块又靠近胸壁，
就无法进入透视范围，会导致遗漏。

钼靶发现钙化灶敏感，能够发
现无症状或触摸不到的肿瘤。但它
有一定放射性，不适宜频繁检查（一
年最好不要超过2次）；青少年、孕妇
不建议做。

为啥有时候做了超声还要做钼靶？
超声+钼靶其实是一对“黄金

搭档”，两者各有优势，有时“打组
合”效果更好！

当做过超声后发现可疑病灶，
可再应用钼靶检查来进一步明确诊
断；另外，若检查者年龄>40岁，且
之前从来没有做过钼靶检查，那么
医生可能也会建议做一个筛查，以

备随访时进行前后对比。
另外，除了X线、超声这2种常

用检查手段外，还有乳腺磁共振
（MR，但费用高、操作也较复杂）、
乳管镜、导管造影等检查方式。

影像检查外，马步云医生认为
“自我检查”也非常重要！

乳房的自我检查最好在月经后
的7-14天。此时体内的雌激素对乳
房的影响最小，疾病最容易被发现。

平卧或者站立，充分暴露乳房；
面对镜子，看外观，左手检查右乳，
右手检查左乳；注意检查手法，千万
不要“一把抓”，小心“一抓一个包”！

①手法：四指并拢，平放在乳房
上，旋转打圈或来回滑动，动作要轻；

②顺序：以乳头为原点，分四个
象限，按照内上、外上、尾部、内下、
外下的顺序依次触诊不要遗漏。

③乳头：用两手指轻轻捏一捏
观察是否有液体溢出。

三
乳腺癌术后必须长期随访！

患者的乳腺良性肿块，可以定
期复查，观察其大小、形状等有无变
化，必要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
术切除或微创切除；而乳腺癌患者
术后的随访是长期的。

对此，马步云医生这样解释——
1、一侧乳腺癌术后，患者对侧

再发风险高于正常女性2~7倍，且
恶性程度可能更高；第一侧发病年
龄的提前也意味着对侧发病风险
的增加；

2、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是终生
的，需要长期监控，早筛查，才能早
诊治！

国外推荐乳腺癌患者术后选择
钼靶作为再发病灶的监测手段，每年

常规监测可降低20-30%的死亡率。
记者提醒：远离乳腺疾病，最重

要的就是早期筛查，40岁以上和有
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最好每年检查
一次。<40岁的女性腺体比较丰富，
首先推荐彩超；>40岁已婚女性可
选择做钼靶检查。

除了乳腺癌外，这两项你也最
好留意起来——

1、警惕其它肿瘤：工作压力、
环境等因素影响乳腺肿瘤的发病，
也会影响其他肿瘤；

2、关注胆囊疾病：“我们的资
料显示，大概有15%的乳腺癌患者，
其胆囊存在问题，且胆囊问题的出
现时间要早于乳腺癌。”如果你做过
胆囊手术或胆囊有问题，如胆囊有
结石、息肉等，也最好关注一下乳腺
方面的问题，可能有助于乳腺癌的
早期发现。

偷偷告诉大家，若想比别人快
一步做上检查，这三点一定要背熟
了~

1、华西医院便民门诊→开乳腺
超声检查医嘱→扫码自助缴费→自
助预约或到超声预约处预约；

2、华西本部超声人工预约在门
诊一楼和第一住院大楼三楼，预约
时间可能需要一周，运气好的话能
加上号~

3、乳腺癌或疑难杂症患者，华
西医院有绿色通道、乳腺疾病全程
管理中心和会诊中心（门诊一楼），
也可通过各级医联体，向华西医院
进行转诊，检查和治疗时间会提前。

最后，马步云医生的一句金句
送给大家：“健康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的，还是我们家人的、亲朋好友的、
工作单位的……它比你想象中的重
要多了！”

（江瑾然）

宝马车被贴不干胶
车主愤怒回应：车子是我的凭啥贴？

昨日，市民谭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居
住的麓山国际社区因特拉肯组团东门口
道路的一侧被小区业主和周边居民当成
了“停车场”，严重影响了居民和车辆的
正常通行。

“关于车辆违停问题，在麓山国际社
区一直很头疼。”谭先生称，他在该小区
居住几年了，近一年多经常看到社区门
口因为有人乱停车影响业主出行，“交
警、社区、物业无数次提醒、警示、拖离，
均不凑效，越演越烈。”

谭先生告诉记者，昨天早上，他出门
锻炼的时候，看到在社区道路上违停的
十多辆车身上被贴满了不干胶，警示车
主不要乱停车。今早，其中一个宝马车的
车主在车身上贴了反驳贴，愤怒回应称，

“车子是我的，你凭什么贴上不干胶，有
种报上你的名号，别连个落款都不敢留。
你留名我就敢报警，看你给不给我清洗
掉。钱蒙了你们的心，连人都不会做了”。
最后还留了一句话，“要不要网上论论？”

贴得对不对？
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谭先生透露，这张反驳贴被发到业
主群后，大家很气愤。有的业主表示，“这
个字写得不错，读过书的。私有财产不能
占用公共资源的道理都不懂？”也有业主
表示，自己做错事还好意思说，“车买得
起，给不起停车费？”

不干胶到底该不该贴？这件事被业
主发到微博上，也引起了网友热议。网友
@海之南sczyhj 认为“以暴制暴不好。为
什么那么多车都不停小区车库去，不是
买不起，不是租不起，其实大家都心知肚
明。”网友@antorchaK 表示：“违停该交
警处理，该罚罚，该吊销驾照吊销。但这

不是你群众的工作，群众破坏他人财物，
该赔赔，该抓抓。”

昨日，记者来到了麓山国际社区，在
经过社区因特拉肯东门发现了谭先生所
说的情况，一辆宝马车停放在社区门口
道路上，车窗上被贴满了不干胶，上面写
着“此处禁止停车，这次提醒，下次贴
满。”宝马车主贴的反驳贴也在，车子停
在那里，一直没开走。

由于联系不到宝马车的车主，记者
采访了一些车主，有车主认为，擅自乱停
车的行为是违法的，要受法律制裁，支持
贴不干胶善意提醒车主的行为。也有车
主表示，车是自己的私人物品，肯定不喜
欢被别人贴上东西，尤其是撕不干净的
不干胶，但是如果出于好心做出提醒，可
以采取“温柔”的方式，比如可以将纸条
夹在汽车的雨刷上，不至于在车窗玻璃
上留下难看的痕迹。

律师：
乱停违法 乱贴也违法

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执行主任王劲夫律师认为，乱停乱放是
违法的，当由执法职能部门进行制裁，普
通公民是没有执法权的，公民只有举报、
控告和劝阻的权利，但不能采取其他方
式，更不能以损害别人的方式来提醒别
人违法，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要符
合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

英济律师事务所陈逢逢律师表示，
小区或路过居民对违规停放车辆贴满不
干胶的行为，虽然看似具有合理性，但从
法律上是不合法的，属于违法行为。因为
我国《行政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法律明确规定对违规停放车辆的处罚
主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主体无权对违规
停放车辆进行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李跃

2019年年初，国家癌症中
心发布的全国最新癌症数据显
示——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依旧位
居女性恶性肿瘤第一位，每年
发病约为30.4万例，且良恶性
疾病均呈上升趋势。

乳腺癌早已成为女性健康
的头号敌人。

“我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
年龄早于欧美女性（欧美平均
50岁以后），且显示出两个高
峰年龄段：45~55岁、70~74
岁，城市地区的发病率是农村
地区的两倍，死亡率也比农村
地区高。

但由于筛查比例较低、诊
断延迟的缺点，导致出现了很
多悲剧，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
负担。"

这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超
声医学科 马步云医生在本期
《名医大讲堂》讲座上讲到的。

这位广大女患者心目中的
“男神”，早已在上万份检查报
告中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据乳腺外科及病理科医生反
馈，他通过超声诊断出的恶性
肿瘤，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准
确率在90%以上！

“对付乳腺癌，我们一直强
调的是早筛、早诊和早治！及时
采取措施，后续的各种治疗也
才会更加有效。”

下雨天车停路边忘关窗
2小时后竟发生这一幕……
拿纸箱挡车窗的热心市民说：“举手之劳的事情”

一夜之间
小区违停车被贴满不干胶

律师说：乱停乱贴都违法

一辆车窗被贴满不干胶的汽车，引发了一场关于违停的讨论。
昨日上午，在麓山国际社区违停的十多辆车身上，均被贴上

了不干胶警示帖，其中一辆宝马车的车主发现后，张贴了更大一
张回应帖，愤怒回应称：“车子是我的，你凭什么贴上不干胶？”这
份回应帖，连同小区长期存在的违停问题，引发了周边居民和网
友的讨论。

谈及当天的一幕，胡长友
连连感叹：“真的没想到，我会
遇到这样的好心人。”

10 月 26 分，上午九点三
十分，胡先生开车到温江区第
一福利院附近办事，将车开到
路边停好后，他直接锁门离
开，却忘记检查窗户是否关
好，“因为应该是自动关的，但
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关
上，我也没有注意。”办事耽误
2 小时回来，他却看到车窗被
纸箱遮住，“看到这个场景，我
第一反应是遭了，玻璃被撬
了。”胡长友赶紧把纸箱拿开，
发现玻璃还是好的，上车一看
钱包这些都还在，钱包里面的
几千块一分也没有少。

这时他才明白，原来不知
道是哪位好心人看车子车窗
没关用纸箱给遮起来了，还遮
了几层。

陌生人不经意的举动让胡
长友心里甚是感动，并在朋友
圈中发文：“感谢你不知道名字
的好心人，我定将这个正能量
传递下去。”不过，胡长友还是
希望能够找到这位热心人，当
面说一声谢谢。随后，他通过在
周边打听寻找，找过环卫工人，
找过商铺，最后在一家洗车厂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好
心人何先生。

与此同时，旁边小区的监
控摄像也记录下了当时暖心一
幕。记者从监控画面中看到，何
先生将车停到了胡长友旁边，
从驾驶室出来后，他发现胡长
友的车窗没关，围着车检查了
一圈，没有人在。于是，他回到
自己车旁，打开后备箱，找了一
番未果，他走向了路边的商铺。
很快，他拿着纸箱再次走向胡
长友的车，并用纸箱遮住车窗，
弄了一会儿，遮了几层，见纸箱

已挡好才离开。
“举手之劳的事情。”何先

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他就住在附近，回家停车的
时候，看到了胡先生的车窗没
有关，当时正在下雨，想到车里
的内饰被雨淋湿，损坏的话要
花不少钱。当时他穿着两件外
套，最初想用外套遮住，又担心
放不稳被风吹跑。后来找到旁
边一家经常光顾的洗车厂，向
老板要了几个纸箱，然后将车
窗遮住挡了两三层。

对于大家夸赞以及胡先生
的感谢，何先生表示，尽自己一
点微薄力量，事情很小，希望能
够借此传播正能量。他说，虽然
偶尔会遇到老人摔倒不敢扶的
个例，但是生活中热心人还是
占多数，不管结果怎么样，大家
都会要去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下雨天车停路边忘关车窗
热心市民拿纸板为其遮雨

寻找
视频记录暖心一幕 车主感谢素未谋面的热心人

胡长久（左）找到热心市民何先生（右）

胡长久发布的朋友圈

暖心事

糟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