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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乳腺癌第一大风险因素是什么？是当女
人！99%乳腺癌患者都是女性。

乳腺癌第二大风险因素是什么？是变老！
和绝大多数癌症一样，乳腺癌随着年龄增加，
发病率逐步提高。这两个因素听起来很搞笑，
但从科学统计上而言，确实如此。从中还可以
得出一个明确推论：随着中国女性人口老龄
化，乳腺癌人数肯定会越来越多。

除了这两个因素，乳腺癌还有哪些明确的
风险因素呢？大致可以分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
素。先聊聊先天因素。

第一是激素水平。多数乳腺癌细胞生长依
赖雌激素。研究表明，女性一生中受雌激素影
响时间越长，发病可能性就会越高。月经初潮
早（12岁以前），闭经晚（55岁以后），没有
分娩经历，没有母乳喂养经历等都会让女性受
到更高水平的雌激素影响，因此，从统计上来
讲这些都会增加乳腺癌风险。

第二是遗传基因。一些先天基因突变会增
加乳腺癌发病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BRCA1
和BRCA2这两个基因。如果携带BRCA1/2突
变，乳腺癌发病概率会增加几十倍，甚至上百
倍。好莱坞女星朱莉就是因为不幸从妈妈那里
遗传了BRCA1突变，而不到40岁就预防性切除
了乳腺和卵巢。

第三是乳腺致密程度。这一点绝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研究发现，致密型乳腺患癌概率更
高。这不是摸起来的感觉，而是指医学影像中
的特征。通常，脂肪越少，腺体越多的乳房，
致密度越高。所以，并不是简单的罩杯大就容
易得乳腺癌。如果是脂肪为主，那么风险并不

会增加。
为什么致密乳腺发病率更高？目前还不完

全清楚，但可能和乳腺癌来源有关。前面提到
过，乳腺癌通常来自乳腺导管和腺泡的上皮细
胞，而不是脂肪细胞。因此，含腺体多的致密
型乳腺，或许有更多可能癌变的细胞。

致密性乳腺还带来另一个麻烦，就是使得
X射线难以检测出肿瘤，这导致筛查难度增
加，容易耽误早期干预机会。

相对于欧美来讲，中国女性致密型乳腺比
较多，因此要特别注意，筛查需要加上不同项
目，同时尽量避开其他生活方式带来的致癌风
险。

生活方式带来的风险

下面再讲讲后天因素，也就是生活方式带
来的乳腺癌风险。下面三点是研究最多，也是
最应该避免的。

第一是喝酒。16%的女性乳腺癌是喝酒导致
的。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所有含酒精的饮品，
无论红酒、白酒还是啤酒，都列为一级致癌
物。因为酒精进入体内会被代谢成为乙醛，而
乙醛能引起细胞内DNA不可逆的突变，从而导
致癌变。中国社会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每天
靠电视广告狂给人洗脑的所谓“养生酒”。红
酒特别值得一提。很多女性开始喝红酒，是因
为听说它可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这其实是
有争议的。但没有争议的是，红酒对女性是确
定致癌因素！2017年对超过1200万名女性的数据
分析后发现，即使每天只喝一小杯酒，女性乳
腺癌概率也会显著增加。

所以，如果女性想要防癌，官方推荐很简
单直接：最好别喝酒，实在不行也尽量少喝

酒。
第二是肥胖。由于高热量食物的流行，全

世界范围内，肥胖都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问
题。超重会带来很多健康风险，包括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骨关节炎，也包括乳腺癌。

体重增加会显著增加乳腺癌风险。研究显
示，超重或肥胖的中老年女性，乳腺癌发病率
会增加30%-60%。因此，对于绝经后的女性来
说，体重需要好好控制。

为什么肥胖会增加罹患乳腺癌风险呢？目
前认为有两个可能原因。其一，脂肪细胞中含
有芳香化酶，能把女性肾上腺分泌的雄激素转
化为雌激素。前面说了，雌激素水平高会增加
乳腺癌风险。其二，肥胖人体内通常胰岛素水
平比较高，这和乳腺癌发病率也是正相关的。

第三是经常熬夜或上夜班。我们都知道熬
夜对身体不好，但可能很少人知道熬夜会致
癌。早在2007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
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已经把“熬夜倒班”定义为2A类致癌因素。有
两项大规模的独立研究都发现，经常需要值夜
班的护士，罹患乳腺癌的概率比普通人群更
高。另一项研究发现，经常需要倒时差的空
姐，罹患乳腺癌概率也有所提高。注意：这里
不是说“晚睡晚起”不如“早睡早起”，而是
说频繁改变生活和睡眠节奏，导致生物钟紊
乱，这有害于健康。如果有规律地晚睡晚起，
也比不断改变要好得多。

降低风险的办法

说了这么多增加乳腺癌风险的因素，那么
有什么办法能降低风险吗？当然有。下面两点
是有明确数据支持的。

第一是锻炼。
2017年，通过分析144万人的大数据，发现

锻炼能显著降低至少13种癌症的发病率，其中
就包括乳腺癌。而且即使对肥胖的人，锻炼依
然有防癌的效果！

专家通常推荐每天30-60分钟的运动和锻炼
时间。要想防癌，运动量很重要，什么锻炼方
式不那么重要，而且也不需要剧烈运动。跑
步、球类、太极拳、广场舞……选一种喜欢
的、适合自己的运动，坚持下来就很好。

第二是多吃蔬菜和水果。
通过对10多项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科学

家发现女性多吃蔬菜，或者多吃水果都能稍微
降低乳腺癌发生率。但防癌效果最好的，是蔬
菜和水果都多吃的群体。

多吃蔬菜水果不仅能防癌，还能降低心血
管疾病、中风和很多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因
此实在没有道理不照做。《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推荐大家每天摄入300~500g蔬菜，其中深色
蔬菜占1/2。同时天天吃水果，保证每天摄入
200~350g新鲜水果。注意：不能用果汁代替，因
为它缺了一些重要成分，比如纤维。

总结一下，乳腺癌的风险因素是很多的，
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先天因素我们改
变不了，但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可以选择的。不
抽烟、不喝酒、不熬夜、多锻炼、多吃蔬菜水
果等等，都能有效地降低每个人乳腺癌的发生
概率。希望大家了解疾病，不再恐慌。

为什么坚持不懈做科普？

因为我永远记得妈妈患癌后，全家发蒙的
状态。虽然我在清华学的是生物学专业，但在

那之前，我对乳腺癌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多少
人生病，也不知道治疗方法是什么，更不知道
乳腺癌居然还能分为几类，每一类的治疗方法
都不同。医生没时间和我们讲解细节，上网也
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我个人经历了所有癌症
家属都会经历的恐慌和迷茫，经历了看到亲人
接受化疗时候的痛苦，也经历了面临各种偏方
时候的困难抉择。我做科普的目的，就是要帮
助和我当年一样的人。我希望通过自己10多年
的专业积累，把准确的专业信息用老百姓都能
明白的语言进行解释，帮助大家消除恐慌，少
走弯路，不再迷茫。

《她说：菠萝解密乳腺癌》
李治中（菠萝）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在《见字如来》之前，张大春就写过《认
得几个字》。张大春教儿女认字，将自己对汉
字的认知与家庭亲情相交织，乐滋滋、笑眯
眯，有趣而生动。这也是《见字如来》的风
格，说文字，并不尽然只有文字，他牵连起许
多旧时光，说故人、故乡、故事，用绵绵的细
长的情感串连在一块儿，而“字”就仿佛是打
开记忆的钥匙。

汉字之所以有这般功能，与汉字本身的特
点是分不开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构字法天
生就包含着各种意义，指向它所代指的事物或
名称。越具象，越现实，就越有机会被装入一
些情感、心思以及想像。比方说，天光初亮，
那就是“旦”。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再明白
不过了。再比方说，“母”是一个跪坐哺乳的
女子形象，那两点就是婴儿正在吮吸的甘泉。
隔着漫漶的岁月，我们现在去看它们，仍然会
有相似的动人。

张大春说自己总是拿认字的流程来想象文
化教养的浸润历程。两个孩子在隔壁打闹，一
个说：“你不要害我啦！”另一个说：“你才
不要害我啦！”这里的“害”，透着可爱，并
不会让人怕。可是，“害”和“怕”为什么构成了同
义副词呢？“害”字的偏旁，显示与“家”有关。一家
人生活，最怕什么呢？怕口角，怕扭打，一屋子乱
糟糟。这就是张大春诠释“害”的构字法的内涵。
用“害”字表达“怕”义的渊源，张大春举例了《史
记·魏世家》的一场谋乱。害是怕，也是恐。心
字部表达“怕”的字，还有怯、悚、怵、惶、
惧、惮，等等。由此及彼，纵横交错，张大春
向有讲故事的高超本领。

四十六篇，一个字或一个词，大致都是以
上写法。羊，大为美，羊氏勾连春秋战国跌宕
风云；也是大学校园里“羊肉饺子馅儿”的笑
侃。病，扁鹊妙手，杏林回春；也是他四岁时
第一次 感受到 的死亡 威胁。 由 “ 春 ”至

“蠢”，虫儿振作出动，纷纭春的生机。信，
人言为信。信不信由你，语言总会展现信口开
河的本事，那么多的故事哟！

《见字如来》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文字学
著作。如果想经此来作一些专业的研究，或满
足一下考据癖，可能是要失望的，这里的文字
学和历史知识的容量，就仿佛蜻蜓掠过水面泛
起的涟漪，不足以深究，然而清浅也有其美
意。也有人说，尽管去写那些家庭情感散文
吧，何必要挂着“说文解字”的名头呢？这就
更加错了。张大春说字，也是说光阴，说人情
之美，说人与字在时间里的相遇。每一种相
遇，铺陈转折，慢慢地道来，这样才好。

记忆中，从孩提时开始识字起，最风趣的
老师教我的知识记得最牢，才学丰厚又善旁征
博引的师长最能诱使我兴趣盎然学不厌倦，深
入浅出的教导最易令学子融会贯通，幽默诙谐
的批评最能帮助后劲改正错误迅速彻底……

《见字如来》正是以徐缓的笔调，结合生动的
生活叙事，讲述中文字词知识，也尽量广博地
梳理文字系统，涉猎与文字有关的各种掌故。

数千年的汉字文化一路走来有着清楚的传
承轨迹，然而中国文字的独特本身也有其独特
的麻烦。特别是近世一两百年间，拼音文字以
其简洁与系统占据强势。汉字的简化，也是在
历史的发展进程里，在它本身的使用过程里自
然且连续地发生着。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历
经时间的打磨、修饰和转化，不一定再是它原
初的模样，也不一定还能解读其中的思索与意
义，但即便来路依稀，总有那么一些东西，一
遍一遍，不断沉淀在个人的或者群体的记忆
里，当我们读到类似《见字如来》里的那些文
章之时，它们就会被唤醒。

《见字如来》
张大春 著
天地出版社

一个人的工作干到一定境界，就有了审美价
值。身心投入，孜孜矻矻，浑然忘我。偶回首，
感觉耐人寻味，自然带了一种欣赏态度。一直保
持这种心态，则苦与累，疑与惑，皆涣然冰释。
蒿峰先生的《云起楼诗存》即源于此。

作者蒿峰先生是明清史硕士，曾任教于高
校。后从历史文化学者转而从事行政工作。《云
起楼诗存》有历史文化学者的深邃，有大地诗人
的悲悯情怀和浪漫哲思。身份的转换，也让《云
起楼诗存》有了转的痕迹，顺其自然，是转事成
识，转识成智，转智成诗，转诗成史。

《云起楼诗存》可谓山东改革开放40年的诗
史。山东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作者好多都直接参
与。窃以为还原历史场景，凝固历史瞬间，发而
为诗的，蒿峰是第一人。《赴京汇报农业产业
化》《济南引黄节水工程开工》《“5·12”大地
震通宵值班》《夜深赴长清山火现场施救》等
等，诗句描绘了山东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个
时代壮举，讴歌了齐鲁儿女创造的一桩桩历史成
就，刻画出山东人的精气神。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屈

原开始，我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就有着一种与人民
休戚与共的朴素情怀。这种情怀，也在《云起楼
诗存》里流淌着。“昨日薄暮过市门，/卖烟老
翁泪满巾。/手捧盈车黄金叶，/大汗淋漓双眼
浑……”（《卖烟翁》），让我想到白居易的
《卖炭翁》；“任何毛病挑不出，/说你机器沾
油星/车停你就交罚款/三百五百尚属轻。/罚你
算你有造化，/态度还要恭与敬。……”（《行
路难》），让我想到杜甫的“三吏三别”；“惭
愧年年丰稔，农忙白叟黄童。家家鸡犬闹如疯，
处处炊烟田垄。正税已全交过，乡胥又告加
供……”（《西江月·丰收》），让我想到关心
民瘼，醒世警人的宋词佳构。对弱势群体的同
情，对命运不公的描摹，对官僚主义的痛斥，读
后怦然心动。作者在《后记》中说：“这些问题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已经得
到了彻底解决。这些在诗集中保留下来，可见改
革之不易，亦可作历史之补正。”

作者自言，能在几十年不间断地留下这些诗
词，基于三点，曰时代、爱好、经历，他特别谈
到深受毛泽东诗词的影响。除此之外，作者深受

历代古典诗词影响。他的诗词中牵扯到苏轼的有
十几首之多，有好多诗词有苏子味道。如《江城
子·夜宿诸城》：“长天一碧月当头。诸城游，
古名州。当年苏轼，太守多风流。水调歌头千阙
废，唱中秋，世无俦。缺圆最是惹千愁。叹难
酬，意悠悠。死合生离，梦醒见空楼。如水月华
霜卷去，千种泪，万年休。”形象地诗化了苏轼
知密州行状。“缺圆最是惹千愁”，正是《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高度浓缩。

诗集中有很多怀古、风物诗，作者借物抒
怀、托物言志、咏物寄情。尤可贵者，是寻觅风
物背后人的影像，凸显出作者敏感的史识。最让
我感慨的还有怀乡和亲情诗词，对故乡的依恋，
对亲人的思念，说不尽，道不完，品不够。

我从诗集里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人，他行走在
大地上，一步一个脚印。他在思索，他在低吟，
他在长啸。他的心灵长歌，缭绕不绝。

《云起楼诗存》
蒿峰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世界喝茶的人很多，大家各有各的喝
法。明人张源在《茶录》中说：“饮茶以客少
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可见当时
士人是崇尚独自饮茶的。作家周作人认为：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
陶瓷茶具，同二三人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
年尘梦。”看来，饮茶人数始终以少为宜。

中国各地的茶俗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作
家周重林认为，“喝茶是日常行为，仪式感很
重要”。周重林是国内茶文化研究的著名学
者，在最近出版的《茶道方法论》中，作者讲
述了从南到北，跨越海峡，从北京到台北，从香
港到日本，从深圳到景洪、到革登、到莽枝，从大
都市到山野，访一地的茶与茶楼，诉一地的情与
景、与人。充满了知识的趣味与专业的精深；还
透析了云南地域茶文化的特质，也有对茶专著
诸如《茶经》《茶之书》等的深刻解读。

本书只字不提茶道为何物，作者通过追
溯、走访茶链上相关的人事，以身悟道，告诉
你茶之道，在行不在言。常识是茶，等你来
品，作为茶文化学者，周重林的视角自然与他
人不一般。譬如在《日本访茶记》中，作者参
观了日本茶道表演以及抹茶工厂后，感叹我们
有更先进的机器，更完备的生产线，我们有八
九十岁还可以上树的老太太，但我们没有六十
多岁的老太太来传递茶的气息，没有五十多岁
的茶主人讲述茶的荣光，没有二十多岁的第17
代茶人。除了茶道，其实也可以推而广之，譬如
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能像日本这样，
找到连续17代的技艺传承么？我们现在大力呼
唤工匠精神，但没有一代代人的钻研与坚守，
工匠精神只会化为喧嚣与浮躁世界中的泡影。

中国茶文化糅合儒释道诸派思想，独成一
体，而陆羽所著的《茶经》则是中国茶文化的
集大成者。周重林的茶文化写作，摇摆于学术
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基于对茶史文献的大量
阅读，其文既有自己的心得，又论及历史上许多
大名鼎鼎的茶人，自然不易落入俗套。譬如周重
林认为，关于《茶经》的注释版本很多，我们在挑
选书籍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些有价值的版
本，这样才会有所得。他觉得陆羽这个人有很
强的现实感，我们今天谈陆羽，一定不要只看
到茶，还应看到更多。过去太重视茶，往往忽
略了茶之外的很多东西。饮茶，功夫在茶外。

《茶道方法论》
周重林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伟大的天才奥纳多·达·芬奇创作的不朽名画
《蒙娜丽莎》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许多科学家、
史学家、摄影家等研究者都有过不同的发现，五
百年来争论不休，一直没有定论。旅法作家邹凡
凡创作的长篇系列小说《秘密之旅》之《蒙娜丽
莎的秘密》，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揭秘：假如
《蒙娜丽莎》失窃，会发生怎样的一个故事？

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 陈列在卢浮宫
里的《蒙娜丽莎》不见了！故事以侦破案件为主
线，以来自中国的十六岁花季少女孙漪为主要人
物。写她作为选派生到法国念书，无意中卷入这
起看似盗窃案，实则是无法想象的权力旋涡和危
险博弈之中。孙漪和她的法国同学博克、卡萝
尔，不怕艰险，和作案分子斗智斗勇，最后查出
真相，并协助警方成功破案，找回了失窃的《蒙
娜丽莎》。

女主角孙漪寄宿在警察亚力山大和他的夫人
艾莉莎家里，听说了《蒙娜丽莎》失窃的事儿。
无意中，她捡到的一根红色夹金线织成的小布

条，竟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循着这条线索，他
们在蒙马特发现画包，通过排除法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艾伦·布殊沙教授，追踪到拉维尔夫医院找
到了他。据布殊沙交待，他是为了给女儿动手术
急需要钱才动了偷画的念头。但是，《蒙娜丽
莎》并没有在他那儿，他把画交给了一位女郎，
是她指使教授这么干的。那么，这个神秘女郎是
谁呢?

根据教授陈述的地点，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
东北角公园的桌子下面发现海之鹰图案。这是著
名的隆尼翁海盗家族的族徽。后来，孙漪、博克
随同艾莉莎去隆尼翁家做糕点，进而对案件进行
调查，恰巧躲在鞋柜中听到隆尼翁的女儿夏洛特
的秘密。案件有了重大发现，惊天失窃案很有可
能是神秘女郎夏洛特一手策划的。为了找到证
据，孙漪和她的伙伴在伊夫雷密室里找到了和
《蒙娜丽莎》一起失窃的其他几幅画，又在卢瓦
河香波城堡得到达·芬奇镜面书的信息。按照信
息的指引，《蒙娜丽莎》就在“中心3 . 5公里处

尼古拉家”，原来此处竟然是爱丽舍宫总统府。
他们配合重案组潜进总统书房，从密柜中找到了
失窃的画，并在枪口之下带出《蒙娜丽莎》逃
生，而老警犬鲁鲁在执行这次任务中殉职了。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真正的主谋夏洛特想
逍遥法外，于是上演了网络世界里黑客之间高手
的对决。孙漪运用高超的计算机技术，最终突破
层层防线，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孙漪这个勇敢、
智慧、侠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这部小说想要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艺术作
品都是有生命的，都融进了创作者的灵魂，可以
穿越时空，永恒存在；要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
题，必须先学会尊重和包容；不仅是其他国家或
文化，对于其他生物，乃至我们人类居住的地
球，也要学会尊重和理解……

《蒙娜丽莎的秘密》
邹凡凡 著
云南美术出版社

■ 速读

乳腺癌的患病因素有哪些？
□ 小林 整理

在这本科普书《她说：菠萝解密乳
腺癌》中，菠萝系统介绍乳腺癌，包括
它的发病机制、预防、筛查手段、精准
治疗方法、饮食指南、心理康复等。作
者也曾是乳腺癌患者家属，感同身受的
经历让他换位思考，关注知识，更关注
人本身，传递真正能够帮助到患者的信
息。做有温度的科普，是作者希望实现
的目标。

与汉字相遇在光阴里
□ 林颐

缭绕不绝的心灵长歌
□ 逄春阶

蒙娜丽莎的秘密
□ 林振宇

茶道方法论
□ 邓勤

■ 新书导读

《幸福街》
何顿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品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在
历经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多世纪的岁
月中，他们的遭际和情感的故事。通过小人
物的命运遭遇，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
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

《王的归程》
[英] 威廉·达尔林普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运用了大量未被开发的宝贵资
料，同时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分析出为什
么19世纪的英国和21世纪的北约在阿富汗
都泥足深陷。

《息壤》
盛可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份中国女性的生育报告，一场子宫自主
权益的探讨，最温暖的堡垒，也是最无声的眼
泪。最明亮的欢喜，也是最揪心的盼望。这是
一块息壤，生生不已。就在这里，我们了解女
性。也在这里，生命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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