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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体检不能代替防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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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恒大雅苑商业房出租
上下2层，单层2300m2，可分
租，设施完善。毗邻万达广
场和恒大影院，有固定消费
人群，适合各种业态。可面议
15661217834 18686033633

出售赛罕区机场附近有四千平方米
厂房带办公室，18547134486草延神医鼻炎膏

★天然植物草本无刺激★
免费试用·免费送货

咨询电话：15184766658(微信同号)

出租转让
出租:军区十字路口饭
店296m2新装修；润
宇大楼67m2写字间
电话：13848413322

13948318081

宏健红保健中心岱域社区
老年服务中心常年服务看
护老人。另设治疗脑梗腰腿
疼。小儿推拿。催乳。常年培训
学员包住宿。13847128375

单位招聘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出售19中斜对面富邦商院
24楼300m2电话15690919792

房产销售
处理顶账房
玉泉政府对面上国名都
高层97.26m2多套现房，
低价处理！2503938

公告声明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出租有406亩草地，牛羊舍，
水电齐全，交通方便18647458343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林场公告
按照国务院关于国有林场改革要求，对位于

赛罕区黄合少林场辖区内的个体、企业经营者承
包的林地由黄合少林场统一收回，请各承包户于
登报之日起15日内，持承包合同到林场办理相
关收回手续，逾期未办理者，后果自负。
联系人：毛体俊18047153000

党海龙18686025665
赛罕区黄合少林场
2018年5月16日

出租通道街1、2、3楼(能开酒
店宾馆)，4000m215690919792

转让：营业中大型KTV，
电话：13904715702崔

●注销公告：内蒙古集通铁
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白
旗工务段（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525290578185324）
因生产力布局调整现拟向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正镶白旗食品药品和工商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市中心中山路城发大
厦写字楼招商合作
现成办公室，紧邻青城公园北
门，交通便利，宜各大中小规
模公司办公，可做月子会所
1566121783418686033633

招商加盟

●公告：赵江，您在呼和浩
特市榆林镇苏木沁开设的
商砼站已拖欠费用六年，
要求在2018年5月31日前
结清费用腾退场地，逾期
将按遗弃处理。
北京军区呼和浩特房管处

●邢永平遗失保安证，证件
号15012013000624声明作废。

●玉泉区鸣驼画苑遗失存款
人密码，账号:600767209，开
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大南
街支行，因此引发的经济
纠纷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自世界卫生组织明确
提出了癌症的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的“三早”策
略以来，癌症的筛查和早
诊早治，已被公认为癌症
防控最有效的途径。

目前，中国癌症的早
诊率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与人们在认识上的误区有

一定关系。临床中，经常遇
到患者因为恐惧肿瘤的发
生，而忽视身体征兆甚至
拒绝必要的定期检查，从而
导致对肿瘤早期诊断和治
疗的延误。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我国癌症患者5年
生存率偏低，而死亡率相对
较高。其实，通过主动积极

的预防和干预，了解自己的
高危因素、定期进行预防咨
询、30岁以后每年做个体化
防癌体检，都是提高早诊率
的有效途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肿瘤早期不一定会出现明
显症状，常难以及时察觉，
千万不能以自查代替体

检，而且，肿瘤筛查与健康
查体的内容也不完全一
致，因此，普通体检也不能
代替防癌筛查。

防癌体检的目的，是
借助多种专业检查手段，
在健康人群中发现早期甚
至是尚未出现症状的肿瘤
患者，以便于尽早进行诊

断并开展相应治疗，使患
者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因此，除了普通的内外科
检查，肿瘤筛查一般还会
加查甲状腺癌、乳腺癌、肺
癌、前列腺癌等一些常见、
高发的癌症项目。以肺癌
为例，晚期肺癌5年生存率
不足20%，但通过防癌筛查

发现的早期肺癌，5年生存
率可达到90%。除此之外，
乳腺癌、结直肠癌、肝癌、
胃癌等常见恶性肿瘤，都
是能够通过相关影像学检
查得以早期发现的病种。
如果能做到早期发现，上
述肿瘤的5年生存率均可
达90%。 （据《光明日报》）

日本研究人员近日
报告说，他们发明了一
种可抑制宫颈癌的化合
物，在动物实验中已经
确认药效，接下来计划
在本年度内开展临床试
验。

人乳头瘤病毒（HPV）
是引发宫颈癌的主要原
因。日本京都大学等机构
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学
术刊物《临床癌症研究》

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发
明了一种名为FIT-039
的化合物，在利用宫颈
癌患者上皮细胞进行的
实验中，这种化合物能
够抑制病毒增殖。

研究小组又进行了
动物实验，将人宫颈癌细
胞移植到实验鼠身上，再
给实验鼠喂食这种化合
物，发现它也能抑制实验
鼠体内癌细胞增殖。3周

后，与对照组相比，被喂
食药物的实验鼠癌细胞
增殖率降低了30%，且未
出现副作用。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
化合物或许能够成为预
防宫颈癌的新选择，今后
他们还将确认其对生殖
功能的影响等，计划在
2018年度内对早期宫颈
癌患者进行临床试验。

（据新华社报道）

你是否有过不记得把
钥匙放在哪里或“话在嘴
边，但一下子想不起来怎
么说了”的经历？如果真的
是这样，而且你也上了年
纪，就会担心自己是不是
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虽然
老年痴呆症通常侵袭75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但即使
是年轻人也十分畏惧这种
可怕的疾病。

神经内科学家认为，
如果你忘记了一个人的名
字或其他一些信息，但在
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后想起
来了，那么一切都好。什么
是正常的、与年龄老化有
关的记忆力衰退？美国一
家健康网站近日总结了10
种表现，能看出你患没患
上老年痴呆。

一.忘记名字或约会 如
果你没过多久就想起来
了，那就算正常。然而，如
果你总是忘记最近的信
息，或者忘记了重要的日
期或事件，可能就会有问
题，尤其是如果家人抱怨
你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
问题。

二.在财务方面出错 每
个人都会偶尔犯数学错
误，或者忘记付账单。然
而，如果账单拖欠数月，而
且你还有其他困难，如无
法按照固定的步骤来做饭

菜，那就有问题了。
三.记不住电视节目的

内容 这虽属正常，但是
如果你在完成熟悉的任务
时遇到了困难，比如你已
经玩了好几年的游戏而把
规则忘得一干二净，或者
当你开车去一个熟悉的地
方时迷路了，这就成为问
题了。

四.暂时忘记了今天是

周几 每个人都会偶尔忘
记今天是周几，但老年痴
呆症患者忘记了季节，甚
至年份，而且常常不知道
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他们
甚至忘记了自己在哪里。

五.视力问题 虽然白
内障引起的视力改变是正
常的，但如果难以判断距
离、确定颜色或对比度，可
能是老年痴呆症的一个迹
象。

六.犹豫不决地选择合

适的词语来表达 这完全
正常，但老年痴呆症患者
难以进行正常的对话，他
们要么说到半截突然停下
来，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或
者用错误的名字称呼事
物。

七.丢钥匙 一时间丢
了钥匙很常见，也很正常，
只要你能慢慢回想起来并
找到钥匙。然而，老年痴呆
症患者根本无法回想，他

们会把东西放错地方，如
把牛奶放在衣橱里，甚至
指责别人偷东西。

八.做出了糟糕的决定

是人都会出现判断错误，
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可
能会给别人大量的钱，甚
至是给陌生人，比如电话
推销员。他们可能不爱洗
澡，穿衣服也不像以前那
么利落。

九.对工作、家庭和社

会责任感到厌倦 这也是
正常现象。然而，如果一个
人开始回避爱好和社交活
动，而且不知道如何消遣，
如忘记如何弹钢琴和骑
车，那么老年痴呆症可能
是罪魁祸首。

十.当常规活动被扰乱

时会感到不安 正常人也
会有这种不良情绪，但是
老年痴呆症患者会感到困
惑和沮丧，当他们走出舒
适区时，他们可能会感到
更加恐惧或焦虑。

有一个特殊的迹象应
该引起人们的担忧，失去
嗅觉功能是阿尔茨海默氏
症的征兆。加拿大麦吉尔
大学的研究者发现，那些
最难辨认气味的人其大脑
中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
生物标志物数量最多。

（据《北京青年报》）

以前有研究称，久坐
会使中老年人患心脏病、
糖尿病和早逝风险增加。
发表在最近出版的《科学
公共图书馆·综合》期刊
上的一项新研究成果显
示，长时间坐着不动，像
整天不离开办公椅，与成
人大脑中对记忆至关重
要部分的变化有关联。

研究人员称，这项新
研究结果显示，久坐与内
侧颞叶变薄有关联。内侧
颞叶是大脑中参与形成
新记忆的区域。大脑相关
区域变薄可能是中老年
人认知功能衰退和痴呆
的前兆。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

员对35名、年龄介于
45~7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
研究。参与者称他们平均
每天坐3~7个小时。结果
显示，无论一个人的身体
活动水平如何，长时间坐
着与内侧颞叶变薄密切
相关。每天每坐一个小
时，大脑相关区域的厚度

都会出现能观测到的下
降。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
研究成果表明，久坐是
（内侧颞叶）变薄的重要
预报因素，身体活动即使
处于很高水平也不足以
抵消久坐的有害影响。

（据《中国妇女报》）

10个迹象能看出你患没患上老年痴呆

新型化合物可抑制宫颈癌

中老年人久坐有损大脑记忆

久
坐
有
损
大
脑
记
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