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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发癌症病例的13%都是
因各种传染性疾病导致？近日，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所团队的
一篇统计报告显示，排行前五的致
癌因子分别为：幽门螺杆菌、人乳头
瘤病毒（HPV）、乙肝病毒，丙肝病毒
和人类疱疹病毒（EB病毒）。

“癌症本身不会传染。”重庆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王
东林说，从发生的机制来看，癌症
是不会传染的，不过导致癌症发生
的病毒和细菌会传染。特别要注意
的是，家庭成员间因为长期共同生
活，可能会被同一致癌因素或诱因
影响导致“家庭癌”的发生。

不会通过日常生活传染

正常情况下，人体的组织细胞
是受基因控制的，细胞的生物学行
为如生长、增殖等是有序的，不会
发生混乱。但当人体长期接触致癌
因素，如化学致癌物、放射线、某
些细菌和病毒后，会引起基因发生
突变，从而导致细胞生长失控，这些
失控了的细胞也就是癌细胞，癌细
胞在体内“疯长”，形成肿块（或肿
瘤）。专家介绍，癌症的发生是在外
部环境、生活习惯、饮食和运动等多
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下，细胞基因
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结果。

“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慢性
病。”王东林说，从正常细胞发展
到癌细胞通常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
的时间，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
复杂渐进的过程。

理论上，癌症如果发生传染必
须满足两个条件：患者的癌细胞能
够进入健康人的体内以及癌细胞能

够在健康人体内存活和生长。首
先，癌细胞体积很大，很难通过日
常传播途径比如呼吸、饮食和接触
等途径进入正常健康人体内；其次，
人体有强大的免疫系统，能够有效
识别和消灭外来的侵入者，即使癌
细胞通过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健康人
体内，也会被免疫系统清除掉。

王东林说，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任何一例癌症传染的临床报道。
而实践中，肿瘤医院里长期与癌症
患者接触的医生和护士，癌症发病
率并不比一般人高。因此，可以确定
癌症不会通过亲吻、接触、性、共用
餐具等日常的生活方式进行传染。

血亲人群的遗传易感风险更高

癌症不会传染，但可能会遗传。
“肿瘤是一种多基因遗传易感

性疾病，往往存在家族聚集的现
象。简单的理解，就是肿瘤的发生
发展或多或少与遗传学因素有关。”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检验科
副主任易琳表示，遗传因素在肿瘤
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从遗传学角度，可以把肿瘤划分
为遗传性肿瘤、有肿瘤遗传易感倾
向的肿瘤以及散发性肿瘤。

此前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
莉进行了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手
术，其原因是通过基因检测发现她
从母亲那里遗传了突变的癌症易感
基因BRCA1，一生中罹患乳腺癌的
概率高达87%。易琳说，虽然当时
舆论一片哗然，但此事引起了人们
对癌症遗传易感性的进一步关注。

易琳说，目前常见的、研究比
较清楚的实体肿瘤主要有遗传性乳

腺癌、遗传性卵巢癌、遗传性非息
肉病性结直肠癌等。这类恶性肿瘤
的发生往往与基因突变密切相关，
如果导致肿瘤发生的致病突变发生
在生殖细胞层面，那么家族中获得
该突变的后代发生肿瘤的风险会远
远高于正常人群。

易琳说，比较熟悉的是，在遗
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中，BRCA1/
BRCA2基因突变致病的概率较大，
约有40%—50%的遗传性乳腺癌是由
BRCA1/BRCA2基因突变引起的，
有文献报道携带有BRCA1基因突变
者，一生中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
风险分别是 5 0 % — 8 5 % 和 1 5 % —
45%，携带有BRCA2基因突变者，
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分别是
50%—85%和10%—20%。

需要明确的是，在进行遗传学
分析时所指的“亲戚”，是互相之
间有血缘关系的“血亲”。

导致癌症发生的
病毒和细菌会传染

“癌症没有传染性，但不代表导致
癌症发生的病毒和细菌不会传染。”王
东林说，有些癌症的发生与一些微生
物感染有关，比如肝癌的发生与乙肝
病毒感染有关，虽然肝癌不会传染，但
乙肝是传染病，要注意防范和治疗。胃
癌的发生与胃内幽门螺杆菌感染有
关，幽门螺杆菌会通过日常生活的密
切接触经消化道传染。

夫妻、子女间存在“家庭癌”吗？
会得同一种癌症吗？王东林表示，这
个还真有可能。不过，它并不是传染
的结果，而是共同的生活方式、饮食
结构和环境造成的结果。

一家人长期居住在一起，暴露
在相同的家庭环境之下，生活、饮
食和居住环境基本相同，大家可能
会被同一致癌因素或诱因影响。

比如，家庭中有人喜欢吃熏腊
制品、腌菜等，往往会形成家庭共同
的饮食结构和习惯，这些食物长期
食用会导致某些消化道癌症的发
生。又如，饭桌上的某种食物霉变，
但全家都在食用，霉变食物中的致
癌物质会使肝癌、胃癌的风险增加。

家庭成员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
封闭环境中，如果室内空气存在某
些致癌物，比如厨房油烟污染，或
家庭成员中有人吸烟，加上通风不
良，大家呼吸着相同的空气，空气
中的致癌物就会成为家庭成员共同
的致癌因素。

此外，研究认为，人的情绪对免
疫功能有影响。家庭的生活氛围往
往传染和影响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一个和谐、充满幽默感和欢声笑语
的家庭，会使人心情愉悦，而精神状
态压抑，则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

多位专家表示，“家庭癌”是
有科学依据的，因此在家庭中，一
定要维护好大家共同的居住环境，
养成良好的家庭生活习惯，建立和
谐的家庭氛围，共同防癌抗癌。

（文/雍黎 熊志翔 来源：
《科技日报》）

癌症不传染，但可能被“继承”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
的癌症完全可以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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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措施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改
善生活质量。

王东林表示，癌症是一种慢性
疾病，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方
式病。目前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吸
烟、喝酒、肥胖、压力、缺乏运动等
都是癌症的高危因素。所以，做到

“三早”———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就能最大程度预防癌症，提高
癌症生存率。

在此，专家建议，大家可以在
日常生活中，注意以下五点。

1 .戒烟限酒。抽烟者比不抽烟
者患癌风险高7至11倍。长期大量
过频的饮酒也会大大增加肝脏、食
道、胃等多脏器的损害，必然增加
肝癌、食道癌、胃癌的发病率。

2 .饮食卫生。长期吃过热、过

冷、过咸、过辣、过酸的食品可以直
接造成消化器官的损伤；长期吃煎
炸烧烤等富含致癌物质的食品可
诱发癌变；长期吃过期变质、吃霉
变的食品容易患癌症。

3 .劳逸结合。长期精神压力大
或失眠，必然导致体虚，免疫功能
下降、内分泌失调，各种身心疾病
接踵而来，最终导致恶性肿瘤发
生。

4 .提高抵抗力。根据自己的身
体状况和体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有
氧运动锻炼。

5 .空气污染防护。空气污染物
中，存在致癌物质，环境保护和治
理及个人防护都十分重要。

相关链接

癌症是种慢性病，“三早”提高生存率

如何做好癌症的三级预防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通讯员 吕晓萌

要想与癌症“绝缘”，九字箴
言不能少——— 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

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三早”
措施，其实也就是癌症防控中的Ⅱ
级预防。

Ⅱ级预防或临床前预防、“三
早”预防，是通过对高危人群筛查
和常规体检等手段，发现癌前病
变，或早期癌症病例。抓住了癌症
治疗的最佳时机，无论是癌前病变
还是早期癌症，是可以治愈或者提
高治愈率，降低癌症的病死率的。

针对特定的高风险人群进行筛
查。例如：针对40岁以上的高危女

性，进行乳腺癌筛查（钼靶、彩超
等）；肝癌高危人群（慢性乙肝病史
等）进行肝癌筛查（彩超和甲胎蛋
白）；肺癌高危人群（长期吸烟等）进
行低剂量螺旋CT的筛查；胃癌和食
管癌高危人群进行胃镜的筛查；还
有针对宫颈癌、结直肠癌等的筛查。

加强对易感人群的监测。对癌
症家族史的人群定期进行监测。

肿瘤自检。对于体表可触及、
可看到的部位，定期进行自检。例
如妇女的自我乳腺检查。

重视危险信号。例如：体表或
表浅可触及的肿块逐渐增大；吞咽
食物时胸骨后不适或哽咽感；持续

性消化不良或上腹部饱胀感；久治
不愈的溃疡；大便潜血、便血、血
尿；持续性咳嗽，痰中带血；黑
痣、疣短期内增大、色泽加深、
痒、破溃等；月经期外或绝经期后
的不规则阴道出血，特别是接触性
出血；原因不明的体重减轻等。

治疗癌前病变。不是所有的癌
前病变都发展为癌，只有一部分癌
前病变继续发展，最终演变为癌。
临床上常见的癌前病变有：粘膜白
斑、萎缩性胃炎、胃肠道息肉、乳
腺囊性增生、宫颈糜烂、老年日光
性角化病、色素性干皮病、某些良
性肿瘤等。

Ⅱ级：及早发现，可以提高治愈率

Ⅲ级预防，就是对已经确诊
的癌症患者进行积极的医学治
疗，争取获得最佳疗效。帮助
中、晚期患者减轻痛苦，改善生
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目前针对
不同的肿瘤疾病，有着不同的治
疗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手术治疗。对于早、中期癌
症患者尽量采取手术根治，以提
高肿瘤的治愈率。除血液系统的
恶性肿瘤（如白血病、恶性淋巴
瘤）外，大多数实体瘤可以采用
手术治疗。

放射治疗。放射治疗是癌症三
大治疗手段之一，是用各种不同能
量的射线照射肿瘤，以抑制和杀灭
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放射治疗
可单独使用，也可与手术、化疗等
配合，做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以
提高癌症的治愈率。

化学治疗。用化学药物（包括
内分泌药物）治疗恶性肿瘤。抗癌
药物进入体内后很快分布到全身，
既可杀灭局部的癌细胞也可杀灭远
处转移的癌细胞，更多情况下化疗
是与手术切除和放射治疗相配合。

分子靶向治疗。是分子靶向
药物进入人体后，会特异地选择
致癌位点来发生作用，使肿瘤细
胞特异性死亡，而不会波及肿瘤
周围的正常组织细胞，从而减轻
化疗引起的诸多副反应。所以分
子靶向治疗又被称为“生物导
弹”。

免疫治疗。是用人体自身的
免疫系统去治疗癌症的一类方
法。改善免疫缺陷或通过免疫机
制设计相应的治疗药物，已成为
癌症治疗的第四驾马车。

Ⅲ级：针对不同肿瘤疾病，选择不同治疗方法Ⅰ级预防或病因预防，是针
对所有人进行健康教育，让民众
普遍认识癌症风险，通过改善饮
食、生活习惯、环境治理等去除
诱发肿瘤的原因，称为病因预
防。以防癌为目的有关改善饮
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主要内容
有：

不吸烟；以粗加工的含淀粉
的食物为主食，食用各种蔬菜、
水果和豆类食品；最好食用鱼、
家禽等白肉，牛、羊、猪肉的每
日摄入量宜在80克以下；限制脂
肪的摄入；限制食用盐腌制的食
品，限制烹调时及餐桌上盐的用

量；不要食用被霉菌毒素污染的
食物；不吃烤焦的食物，在火焰
上直接烧烤的肉和鱼以及熏制的
肉类少吃为妙；食物中的添加
剂、农药及其他残留物的水平应
控制在安全限量以下，并有一定
的监督管理；建议不饮酒；一般
无须服用营养补充剂；如果所从
事的工作体力活动量较低，建议
每天进行中等程度的运动30分
钟，如游泳、跳舞、快步走等；
避免体重过低或超重；注意保护
环境、避免和减少对大气、饮
食、饮水的污染，防止物理、化
学等致癌因子对人体的侵害。

Ⅰ级：三分之一是可预防的

2020年4月15日-21日是第26个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今年宣传周
主题是“癌症防治共同行动”。

癌症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过350

万，死亡病例超过200万，防控
形势严峻。

在癌症面前，人人都无路可
退，只能听天由命了吗？

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专家咨询

委员会的报告说：“1/3的癌症
是可以预防的，1/3的癌症如果
早期发现可以治愈，1/3的癌症
经过积极的治疗是可以延长生存
期、减轻痛苦的。”也就是说，
按照目前的水平，人们起码可以
预防1/3的癌症。

济南市疾控中心专家表示，
只要“防卫”得当，还是有很大
几率“安全脱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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