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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直乙肠镜检查早期直肠癌更容易
□ 陈小昕
近年来， 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
的改变，大肠癌的发生率逐渐上升。 如能早检
查、早发现、早治疗，大部分大肠癌是可以治
好的。 等出现了临床症状再去治疗，往往会错
失最佳治疗时机。 目前，检查大肠癌主要用全
结肠内窥镜，可全结肠内窥镜检查，检查前准
备工作繁杂，检查时间长，年老体弱者难以耐
受，需要麻醉后才能检查。 而用电子直乙肠镜
检查，十分方便，可随到随查。 大肠癌中直乙
结肠癌占的比例较高， 所以大多数的大肠癌
做电子直乙肠镜检查就能早期发现。
为此， 晨报健康与相关机构合作为需要
了解电子直乙肠镜的读者提供咨询， 读者可
通过：
（1）、拨打晨报健康咨询热线：
65220550-807（工作日 10:00-16:00）
（2）、编辑短信“肠镜 + 姓名 + 联系方式”
发送至 15801801273
（3）、扫描下方二维码，发送“肠镜 + 手机号
码”给小助手小朱

套，避免交叉感染，极大提高了安全性；检查
医生能通过视频直接观察到从肛门到全直肠
及乙状结肠远端的病变， 而大多数大肠癌都
发生在此部位；视频图像真实清晰，确保诊查
的准确性；尤其用于筛查时，可大大降低漏检
率； 检查时间短，降低了受检者不适感的程
度。
电子直乙肠镜检查操作方法简单： 受检
者无需提前禁食及服用泻药， 仅在检查前几
分钟用专用灌肠液（磷酸钠盐）清洁灌肠即
可。 检查的主要目的是早期发现直乙肠癌及
癌前病变肿瘤性息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美国癌症协会推荐， 健康人群应每五年
做一次直肠镜检查。 我们建议以下人员非常
必要做直乙肠镜检查：(1)、排便异常（便秘、
腹泻、便不成形、便秘腹痛交替等）者；(2)、便
血、便潜血阳性反应（不明原因的）者；(3)、慢
性腹痛、腹部包块与结肠（直、乙段）者；(4)、
有大肠癌症家族史者；（5）、40 岁以上中老
年。

夏尔助力 2018 年第七届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举行
□ 魏强
2018 年第七届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于
9 月 14-16 日在上海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由
上海四叶草罕见病家庭关爱中心与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联合
主办，是国内罕见病领域规模较大的综合性
论坛。 论坛围绕“创新与合作——
—让爱不罕
见”的大会主题，共同探讨如何在“健康中
国”理念下助力中国罕见病事业的发展。
目前，全球罕见病患者人数很高，其中
中国罕见病患者也不少。 由于缺乏认知和有
效的治疗方案，罕见病患者长期面临诊断率
低、治疗率低两大难题。 在已知的 7000 余种
罕见病中，有药可医的类型比较有限，不少

患儿的寿命受到严重影响。
论坛上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 临床医
生、患者组织代表等专业人士，在夏尔举办
的卫星会上共同探讨并展望罕见病领域的
现状及发展前景， 重点关注以法布雷病、戈
谢病为代表的溶酶体贮积症（LSD）在中国
未被满足的诊疗需求。
随着中国医疗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化，近
期一系列利好政策与举措相继出台——
—发
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提速罕见病药品
评审、鼓励罕见病创新药物研发等，将有利
于吸引越来越多的相关方积极投身中国罕
见病事业的发展。

海外就医新体验：保留生育功能，妇科肿瘤如何治疗
□ 陈小昕
海上名医特别开设《海外就医新体验》
栏目， 陆续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专家，
供患者参考借鉴。 海上名医特地针对伊丽莎
白医院心脏疾病、乳腺疾病、肾脏疾病等多
个学科的医生们。 这次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妇科黄莉莎医生。

电子直乙肠镜检查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
成熟的大肠癌筛查手段， 具有出色的专业性
能和简单实用的操作方法， 完全符合健康体
检快捷、安全、舒适的要求。 受检者无需提前
准备， 可以随到随查； 检查时使用一次性护

海外专家谈妇科肿瘤的防治

姚建军副主任医师， 从事外科工作三十
年，在肛肠及普外科疾病诊治方面经验丰富。

黄莉莎医生是一位在新加坡伊丽莎白
医院执业的妇科医生，专门从事妇女癌症或
妇科肿瘤诊疗。

在黄莉莎医生的视频中，她就“妇科肿瘤的
防治”这个主题，详细解答了患者和家属常
面临的困惑： 目前常见的妇科肿瘤有哪些？
机器人手术对妇科肿
瘤的治疗效果好吗？ 等
等。 谈及保留生育功能
的宫颈癌手术，黄莉莎
医生介绍：“女性若不
幸患上宫颈癌，可以在
宫颈癌早期实施这一 扫码查看更多
治疗技术，以便女性仍 黄莉莎医生视频
然能够怀孕。 ”
科普及在线提问

摆脱缺牙痛苦 美味想吃就吃
专家现场解答 疑难种植牙讲座火热报名中
□ 陈小昕
缺牙在老年人中已成为较为普遍的问题，牙齿不那么好使了，松的松，掉的掉。 不少人可能
觉得，年纪大了，牙齿有那么 多 ，少 一 两 颗 没 什 么 关 系 ，殊 不 知 从 此 吃 饭 塞 牙 了 点 ，嚼 东 西 费 力
了点，说话漏风了点，形象被毁了点 ...... 一天天承受牙齿缺失的痛苦，戴假牙又不舒服，究竟怎
么办才好呢？
其实，“老掉牙”并非正常的现象，需要及时干预。 长期缺牙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牙列的完整
性遭到破坏，牙槽骨的吸收可导致健康邻牙的松动，咀嚼功能降低，影响消化和吸收。 此外，牙
齿缺失还会对面型产生很大影响，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显衰老，精神头也大不如从前。
老有口福，便是幸福。 9 月 27 日，晨报健康联手知名口腔机构，针对牙齿松动、半口缺失、牙
齿修复等问题进行全方位解疑，特别针对高龄、缺牙多、松牙多的情况，有需要的朋友均可报名

年纪大，缺牙 数 量 多 ，种 牙 要 分 批
吗？
传统种植牙技术，半口 / 全口缺牙患者尤
其是牙槽骨极度缺失患者， 从牙骨移植到植
入种植体再到最后安装牙冠，往往耗时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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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期和多次复诊， 有些甚
至通过植骨也无法达到种牙条件。
随着种植牙诊疗技术的发展，已可实现
当天种牙当天用，当天就可以享受之前不敢
吃的美食。 且身体条件符合的缺牙的患者，
不受年龄限制， 具体还需专业医生检查确
定。

专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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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仅限 30 个名额，欲报从速。

活动时间：
有全身性疾病，怕痛，还能种牙吗？
2018 年 9 月 27 日（周四）13:30

活动内容：
（1）种植牙讲座：种植牙技术及案例分享
（2）现场抽奖：有机会获得种牙好礼
（3）互动：参加即可与沪上知名口腔种植专
家现场互动

报名方式：
（1）拨打晨报健康咨询热线：65220550-807
（工作日 10:00-16:00）
（2）编辑短信“缺牙 + 姓名 + 联系方式”发
送至 15801801273
（3）扫描下方二维码，发送“缺牙 + 手机号
码”给小助手小朱

不少老年缺牙患者存在有高血压、 心脏
病或其他全身性疾病， 然而就医时闻到消毒
水的味道，又很容易感到紧张。 目前，随着种
植牙技术的日新月异，给怕痛、有全身性疾病
的缺牙人群提供了牙齿修复的新选择。
在舒适睡眠中完成全程种植， 且在数字
化种植导板导航下种植， 无需反复切开、缝
合，微创、出血少，可极大降低患者的痛苦程
度。

想种牙，牙槽骨吸收 、骨 量 不 足 怎
么办？
长期缺牙的老年人， 容易出现牙槽骨吸
收、 骨量不足， 成了阻挡他们重获口福的难
题。
种植牙技术发展至今， 已可实现将种植
体穿过牙槽骨跨过上颌窦植入到颧骨上，或
者上颌牙槽骨后面，靠近咽旁的翼板上，不用
植骨也能解决上颌牙区的缺牙问题。 穿颧 &
穿翼板种植既能减少手术痛苦， 又能缩短愈
合时间，也更为安全可靠。
编辑部联系方式

黎强

魏兵

美国加州大学种植硕士

疑难种植总监

中葡联合培养博士

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种植临床硕士

IACD 国际当代牙医师协会院士
熟练掌握半口 / 全口种植一日咬颌重建
技术；熟练应用上颌窦内、外提升植骨等多种
植骨技术； 尤其擅长穿翼板、 穿颧骨种植技
术。

ICOI 国际种植专科医师学会会员
对于前牙美学种植，微创种植，上颌窦提
升术、 骨移植术等复杂种植手术有着丰富经
验， 擅长前牙个性化全瓷美容修复及各类复
杂烤瓷冠桥修复。

电话：021-65220550-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