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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添新成员
荆门晚报记者 杨涛 通讯员 程戎 刘阳刚 文 / 图

4 月 15 日至 21 日为第 25 届“全国肿
瘤防治宣传周”。 恶性肿瘤是我国人民健康
的
“
头号杀手”，其中消化道肿瘤发病率占到
成人肿瘤发病率半数以上，严重威胁国人生
命健康。
实际上，癌症是可防可控的，早诊早治
是提高治愈率关键。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
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可
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三分之一的癌症
可以运用现有的医疗手段延长生命、减轻痛
苦、改善生活质量。
为加快推动消化道早癌防治创新模式
在全国的发展和落地，提高中国消化道恶性
肿瘤的综合防治水平，去年 7 月，国家消化
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应运而生。 联盟以产、
学、研、医、用、管一体化模式促进消化道早
癌筛查早诊早治适宜技术的应用，提高国民
良好生活习惯和素养，做到少生癌、不生癌，

为保障国民健康做出贡献。
4 月 14 日上午， 市中
医医院九楼学术报告厅宾
客云集，济济一堂：国内高
清内镜——
—荆门地区早癌
筛查学术沙龙暨国家消化
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成员
单位揭牌仪式在此举行。
首先，中华消化内镜学
会常委、 三级主任医师、硕
授牌 士生导师、武汉协和医院内
镜中心副主任刘俊教授，医
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消化内二科副主任沈磊教授，医学硕
士、武汉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建
宁教授，通过市中医医院引进的高清内镜为
参加活动的我市各大医院和基层医务工作
者进行了胃肠疾病诊断演示，让大家感叹连
连，也为我市运用高清内镜诊断消化道早癌
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随后进行的是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
心联盟成员单位揭牌仪式，也是此次活动一
大看点。该院加入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
联盟，这是我市第一家入选的医院，意义十
分重大。 由此，推动消化道早癌筛查深入基
层医院，让我市消化道癌症高危人群能够得
到及时筛查和早期发现，实现早诊断、早治
疗，将防治关口前移，有利于提升大众和患
者树立筛查意识，造福更多患者。
接下来，为学术沙龙。 刘俊、沈磊、周建

宁教授分别以 《食管胃早癌的内镜诊断
技巧》《上消化道困难部位 ESD 操作策
略》《胃粘膜常见病变的诊断思路》为题，
介绍了国内消化道早癌内镜诊治领域的
最新进展动态， 并分享了各自团队的最
新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 市
中医院吕培华教授以《寻找
早癌——
—我们的成长之路》
为题，介绍了该院大力推进
消化道肿瘤早筛的历程和
取得的成果，让大家对该院
的消化道肿瘤早筛及早诊
早治水平有了直观的了解
和认知。
最后， 刘俊作总结发

言。 他高度肯定了市中医医院在消化道
肿瘤早筛方面做出的贡献， 认为该院加
入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实至名
归，极大地充实了筛查力量，希望作为基
层医院在这方面有更多突破。

合影

市中医医院脾胃二科

带给食管、胃、大肠疾病患者福音
市中医医院脾胃二科配有目前国
际最先进的早期胃肠肿瘤切除微创术
设备， 是荆门市唯一一家具备胃肠道
微创手术条件的科室。 科主任吕培华
主任医师从事消化内科及内镜专业 20
多年， 多次赴上海瑞金医院和中山医
院等国内知名医院进修学习， 回院后
带领医护团队积极努力，不断探索，能
够精准无误地发现食管、胃、结肠早期

肿 瘤 ， 并 能 熟 练 开 展 ESD、EFTR、
POME、EMR 等一系列内镜下先进技
术，进行早期肿瘤内镜下切除。
去年，市中医医院还牵手“大国工
匠”周平红教授，设立了周平红内镜工
作站。 也在这一年，脾胃二科胃肠镜检
查 3181 人次，筛查出上皮内瘤变 455
例，消化道早癌检出率达 14%，得到国
（杨涛 程戎）
内同行的一致认可。

顶尖中医大师义诊讲座 群众家门口看病得实惠
——
—直击“
湖北名医走基层暨中医养生保健科普巡讲”荆门站活动
荆门晚报记者 杨涛 通讯员 程戎 张彤 文 / 图

义诊现场
4 月 13 日的荆城，和煦暖风，春意盎
然百花竞。
当日，“
湖北名医走基层暨中医养生保
健科普巡讲”荆门站活动在市中医医院（市
石化医院）如期举行。

现场义诊 让群众看病得实惠
首先进行的是义诊活动， 由湖北省中
医药学会主办，市中医医院（市石化医院）、
市中医药学会承办， 中医老年病、 中医肾
病、中医妇科、中医脾胃病、中医肺系病、中
医肿瘤病、中医心血管病、中医肿瘤病的八
位省知名中医大师在医院门诊大楼前的小
广场举行。
一大早， 打算求医问诊的市民匆忙赶
到市中医医院领取预约号。在义诊现场，整
齐摆放了两排遮阳蓬，每张义诊桌，写了坐
诊专家名字的牌子，各有护士进行引导。一
旁，设有中医技术体验区，可体验刮痧、温
灸等。
领取了预约号的人，有的手拿 CT 片，

有的手拿化验单， 有的手拿病历……大家
三三两两或坐或站， 交流着各自的从医经
历以及对省专家期盼的感受。
8 时许，8 名专家准时来到义诊现场。
大家拿着预约号， 找到自己预约的专家排
起队来。
“我患有肺部肿瘤，确诊是良性的，会
不会变成癌症？ ”
在中医肿瘤专家胡作为的就诊桌前，
59 岁的王阿姨焦虑地说。 王阿姨今年初因
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出肺部有良性肿
瘤，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她不知现在该如何
治疗。虽然已确诊为良性，她心里一直有阴
影，担心会转成肺癌。胡作为教授听了她的
介绍后，为她做心理疏导，劝她放下心理包
袱，并根据她的病情开了中药。听了专家的
诊治建议， 此前还一脸焦虑的王阿姨露出
笑容：
“
是我杞人忧天了，听了专家的话，将
笼罩在我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 我对以后
的治疗充满信心。 ”
“杨教授，这次我是从报纸上得知您来
义诊的，麻烦给我瞧瞧……”
在中医肺系病专家杨毅桌前，拿着 34
号预约号的李先生说。原来，李先生患有慢
性支气管炎， 市中医医院 2017 年膏方节
时，李先生找杨毅教授看过病开过膏方，效
果很好，因此对他印象深刻。李先生最近晚
上老是咳嗽有痰，得知杨毅要来义诊后，进
行了预约登记。了解李先生的病情后，杨毅
为他开了七服中药。“专家开的七服中药只
要 324.5 元， 这次活动医院还给了优惠政

策，我只出了 292 元。 ”在缴费处，李先生
表示， 此次不仅能在家门口接受省里顶尖
中医大师的一对一诊疗， 买药还有价格优
惠，市中医医院的这次活动真不错！
在中医技术体验区， 等待体验的市民
也排着长队。在体验过程中，医护人员一边
娴熟地为市民做治疗， 一边给他们介绍各
种中医技术的功效， 让他们感受到了国粹
中医的博大精深。
据不完全统计，当日上午，义诊活动共
接待市民 300 多人，让他们扫除了心中的
担忧，看病买药也得到了实惠。

举行讲座 让听众叫好长见识
为让更多人对中医有深刻的了解，扩
大中医影响力，13 日、14 日， 活动方安排
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讲座和讲坛。
13 日上午的讲座， 内容通俗易懂，来
自省中医院的金劲松教授在市中医医院九
楼学术报告厅以 《中医养生原则及特色保
健方法》为题，进行了中医药健康养生科普
讲座， 能容纳近 200 人的报告厅座无虚
席。金劲松以
“上工治未病”为由头，讲述扁
鹊为齐桓侯诊疾之事，指出中医重在预防，
要把病人挡在去医院的路上， 并分析了人
为什么会得病， 介绍了中医养生的四大基
石等内容，让大家不虚此行，获益匪浅。 来
自荆门晚报老顽童俱乐部的一名会员听了
科普讲座后，感慨连连，以《中医养生赞》为
题作诗： 晚报石院合力宣， 中医养生话连

体验
篇。 教授讲课客满座，体验区域海浪翻。 人
躯有若杠杆架，阴阳平衡乃键关。巧方妙药
甘霖洒，身体安康助梦圆。 不少市民表示，
希望今后多举行这样优质的活动， 他们只
要知晓，肯定会参加。
14 日上午， 由省中医药学会主办，市
中医医院、市中医药学会联合承办的“荆楚
大医讲坛” 在帝豪酒店举行。 内容比较专
业，全市各级医疗单位 400 名医务人员参
加了学习。 课堂上，湖北中医大师涂晋文、
张介眉，湖北中医名师巴元明、向楠分别以
《中医眩晕诊治述要》《试论中医药学的长
寿基因》《从 〈伤寒论〉 序探讨名医成长之
路》《病证结合的临床诊疗思路》 为题进行
授课，见解精辟，经验独到，不时赢得在座
人员的阵阵掌声，让他们增长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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