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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 2020
年全球最新癌症数据显示，乳腺癌已超过肺癌，
成为新发病例最多的癌症。这一年，我国约有 41
万乳腺癌新发病例。更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我
国乳腺癌发病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临床来
看，乳腺癌确诊时往往不疼不痒，为早防早治带
来难题。

乳腺癌有两个高发期

要想预防乳腺癌，首先应了解其发病规律。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中国
抗癌协会科普专委会委员周鑫告诉 《生命时报》
记者，在我国，乳腺癌有两个高发期：一是 45~55
岁，即围绝经期前后，总体上比欧美女性早 10
年，欧美女性更多发生在绝经期之后；另一个小
高峰出现在 65~70 岁。此外，年轻患者发病率近些
年也呈上升趋势，但占比不高。

医学研究显示，乳腺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基因突变。所有恶性肿瘤的产生，都和基因

相关。比如，有 BRCA1/BRCA2 基因突变的女性，
一生中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在 70%以上。这两种基
因家族遗传性很强，人群中约 4%的携带者。基因
突变也是男性乳腺癌的主要病因，约占患者总数
的 1%。

雌激素水平过高。据统计，有 70%~80%的患
者属于激素受体依赖性乳腺癌，与长期雌激素水
平高有关。如果女性初潮很早、停经很晚，高水
平的雌激素可能增加乳腺癌风险。

不良生活习惯。长期吃过多高油、高糖、高
热量饮食，新鲜水果蔬菜摄入不足，运动量过
少，进而导致超重或肥胖，这些都与乳腺癌发病
有关。2021 年 《中华肿瘤杂志》 发表的一项研究
显示，脂肪含量最高的人群患乳腺癌风险是脂肪
含量最低人群的 1.44 倍。此外，生活不规律、长
期熬夜、吸烟酗酒等也会增加乳腺癌发病风险。
美国自 1991 年以来癌症死亡率降低了 26%，其中
一半以上归因于吸烟率的下降。英国科学月刊
《成瘾》刊登文章指出，饮酒至少与包括乳腺癌在
内的 7 种癌症有关。

长期处于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会导致内分泌
紊乱，尤其与乳腺疾病相关。长期压力过大、悲
观或易怒，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生育过晚，不哺乳。很多现代女性因为学业
和工作等原因生育过晚，35 岁左右才生育的不在
少数，生育后，一些年轻妈妈不哺乳，或者哺乳
时间过短，都可能增加乳腺癌风险。

从小到老都应关注乳腺健康

乳腺癌和其他癌症一样，随着年龄增长，发
病率越来越高。从一个小小的癌细胞长到核桃甚
至苹果大小的肿瘤组织，过程是漫长的，如果能
及早发现并治疗，不仅预后效果好，还能避免切
除乳腺。因此，专业医生对乳腺癌的全程管理和
早诊早治非常重要。

陕西省肿瘤医院乳腺病院主任医师、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陈楠说，女

性从出生开始，就应该关注乳腺健康。例如，直
系亲属有乳腺癌病史的，出生后出现乳腺癌基因
突变的可能性非常大；青春期时，可能有乳腺纤
维瘤等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出现叶状肿瘤甚至
乳腺癌的可能性不断增大。现在的儿童青少年普
遍喜欢吃快餐，动物激素含量较高，长期食用可
能出现性早熟现象及乳腺纤维瘤，甚至可能变为
巨纤维瘤或叶状乳腺肿瘤。建议家长引起注意，
一旦孩子乳腺出现异常，应及时就医。

陈楠表示，女性如果能在 30 岁前完成生育并
哺乳 6 个月以上，对预防乳腺疾病有很大帮助。此
外，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不要盲目使用雌激素含
量比较多的化妆品、保健品，同时尽量避免服用
避孕药和激素类药品。可以放心食用豆制品等含
有植物性激素的食物，但对于含有较多动物雌激
素的食物，如蜂王浆、蜂胶等，乳腺疾病患者要
慎用，必要时应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饮食
上，尽量不要吃高盐、高脂、高糖食物，少饮
酒，避免肥胖。生活上，要避免熬夜、不抽烟、
坚持体育锻炼。情绪上，应学会自我调节，减少
心理压力，必要时求助心理医生。

“大多数乳腺癌没有明显疼痛。”陈楠提醒，
女性定期自查十分重要，应做到“一看，二触，
三挤”。即在每个月固定的一天，先对着镜子查看
乳腺皮肤是否有发红或凹陷，是否有水肿、毛孔
粗大化等，乳头是否出现偏移及湿疹样破溃；接
着用指腹顺时针轻轻按压乳腺及腋下，看是否有
肿块；最后挤压乳头，看是否有暗红色或咖啡色
的分泌物溢出。专家强调，一旦发现异常，一定
要及时就医，不能自行“诊断”及用药，以免延

误病情。
临床上，乳腺 B 超和乳腺钼靶是最常用的检查

方法，两者侧重点略有不同。陈楠介绍，通常情
况下，B 超更善于发现一些微小肿瘤，而钼靶检查
能发现早期乳腺癌的钙化灶。临床上以 35 岁作为
分界线，18~35 岁女性的乳腺比较致密，建议每年
做一次乳腺 B 超，一些小的乳腺肿瘤能被及时发
现；35 岁以后，建议在每年一次 B 超的基础上，
1~2 年做一次乳腺钼靶，能够发现钙化灶等病变。

如果有高危因素，例如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
族史的人，检查时间和手段需要遵医嘱做相应调
整。若发现病灶，可能需要做乳腺磁共振，能够
清晰显示病变大小、分布、边界等特征。若出现
乳头溢液，则要通过非常细的乳管镜进行检查。
当然，诊断乳腺癌的金标准是穿刺活检病理报
告，能够确定是否为乳腺癌，以及属于哪一种类
型。此外，有家族史、乳腺良性肿瘤、结节比较
大的女性，也可以进行基因检测。

早期规范治疗效果好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 《2019 年全国癌症
报告》，2015 年，我国乳腺癌发病率为 17.1%，早
期乳腺癌的五年期生存率为 82%，经济发达地区
五年期生存率为 90%以上。“总体而言，我国乳腺
癌的发病率虽然逐年增高，但通过早期诊断和规
范系统的治疗，预后较好，完全可以达到临床治
愈。”陈楠说。

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治疗也是全方位
的，手术只是其中一种，还可能需要进行化疗、
放疗、分子靶向治疗等。随着技术的发展，手术
不再是单纯地切除乳腺，还包括保乳、再造等手
术。化疗，即用化学药物杀死癌细胞，对于分期
比较晚的患者，术前通常需要先进行化疗，把肿
块缩小。放疗则是用高能放射线照射患病区域，
杀死癌细胞。内分泌治疗是通过控制体内激素水
平，治疗一些和激素相关癌症。靶向治疗是通过
药物精准地作用于肿瘤细胞的某一个特殊结构，
使其停止生长。目前，乳腺癌最常用的靶向药物
有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T-DM1，以及我国
自主研发的吡咯替尼等。此外，如果患者有不良
反应、并发症，以及治疗结束后，还可运用中医
来辩证调理。目前，乳腺癌治疗手段相对成熟，
即使患癌也不必过于忧心，及时、积极应对极有
可能达到临床治愈。

中国有民谚，“要想身体好，菌菇是个宝；若
要身体瘦，多吃菌菇少吃肉”。现代研究也证实，
常吃蘑菇有助降低患癌尤其是乳腺癌的风险，还
可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老年痴呆，并且能促进肌
肉生长。《情感障碍杂志》 刊登一项最新研究发
现，蘑菇还是一种有助精神健康的食品，经常吃
可降低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研究员贾布
里尔·巴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 2005~2006 年全国心
理健康和饮食数据展开了梳理分析，研究涉及平
均年龄为 45.5 岁的近 2.5 万名参试者。结果发现，
与吃蘑菇最少 （4.9 克/天） 的参试者相比，吃蘑菇
最 多 （19.6 克/天） 的 参 试 者 抑 郁 发 病 率 降 低
31%。研究人员分析指出，蘑菇中所含的麦角新
碱、抗氧化剂等多种生物活性化合物可能与减少
焦虑、抑郁有关。比如，蘑菇是麦角新碱的最好
膳食来源，而麦角新碱是一种人类无法合成的抗
炎物质。该物质可降低氧化应激风险，进而有益
减轻或阻止抑郁症症状。此外，蘑菇中的抗氧化
剂还有助于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等问
题。

除了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和菌菇
多糖等营养成分这个共同点外，每种蘑菇还有自
己的特长。比如，口蘑钾含量高达 3106 毫克/100
克，是同等重量香蕉 （256 毫克/100 克） 的 12 倍之
多。香菇富含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在阳光照射后
可转变为维生素 D。数据显示，干香菇中维生素 D

的含量是蛋黄的 72%，远高于黄油、猪肉、牛肉
干等动物性食物。平菇富含赖氨酸，这种氨基酸
正是大米等谷类食物所缺少的，吃米饭时，搭配
一盘炒平菇，两者氨基酸形成互补，能够提高蛋
白质利用率。金针菇富含真菌多糖、植物多糖
等，这些物质能刺激胃肠道蠕动，有助肠道健康。

蘑菇不仅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亲和力”也
非常强，无论荤菜素菜都可以搭配，比如口蘑冬
瓜、香菇油菜，都非常可口；小鸡炖蘑菇、杏鲍
菇牛肉，异香扑鼻；吃火锅时涮点金针菇，口感
也很好。蘑菇最好采用炒、煮、炖、涮的烹饪方
式，不要高温煎炸，少用油和盐。给大家推荐一
道家常菜——杂菌炒丝瓜。

做法：1.丝瓜切成长条，蟹味菇去掉根部摘
开，草菇、口蘑切片。姜切细丝，大蒜去皮切薄
片备用。2.将所有蘑菇焯烫 1 分钟捞出备用，丝瓜
条焯烫 20 秒捞出备用。3.待油温 5 成热时，放入姜
丝，蒜片爆出香味后，倒入所有蘑菇和丝瓜条，
加入盐、生抽，翻炒均匀。4.临出锅时转成大火，
淋入水淀粉勾芡即可。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变得行动迟缓、眼花耳
背，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正常现象。不过，这些看
似典型的衰老迹象很可能是 2 型糖尿病的症状。美
国糖尿病教育者协会的新闻发言人、注册营养师
梅利莎·多宾斯表示，血糖高的人，可能比同龄人
有更多的衰老表现。以下症状虽与年龄衰老有
关，但务必要考虑到它们同时是 2 型糖尿病预警信
号的可能。

1.听力减退或视觉模糊。人们常把自己听不
清、看不清归因为年纪大了。研究表明，糖尿病
人听力减退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两倍。这是因为糖
尿病会损伤耳朵和眼睛中的血管和神经。此外，
高血糖可改变眼睛里晶状体的形状，这一结构对
视力的聚焦非常重要，变形后视力就会受损。

2.精力下降和烦躁易怒。老年人的精力不如年
轻时那么旺盛了，还爱发脾气。然而，2 型糖友也
常有疲惫感和易怒情绪。糖尿病人血液循环中堆
积的葡萄糖会通过尿液排出身体，而不是输送到
细胞用于供应能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由于缺
乏能量，人就会感觉疲劳、饥饿、行动迟缓和精
力不济。

3.尿频和口渴。上了年纪的人常常会频繁如
厕，不少人把这当作是自然现象，忽略了糖尿病
也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糖友的血糖基本留在
了血液中，不能进入组织细胞。机体要把糖排出
体外，只能靠排尿，造成尿频。这里需要提示，
有的糖友试图通过减少喝水来缓解尿频，这是绝
对不可取的。糖友也不应靠喝汽水或其他含糖饮
料来解渴。

4.消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组织会逐渐退
化，从而造成体重减轻。然而，消瘦的原因不仅
是衰老。在没有刻意节食的情况下，一个月内体
重减轻超过 2 公斤，就要警惕糖尿病。血糖高的人
体重往往会下降，因为尽管他们吃得不少，但无
法利用食物中的能量，能量从尿中大量流失掉了。

5.其他症状。上了年纪后，手脚会感到麻木或
刺痛，皮肤干燥发痒、修复能力变差。但这些迹
象也有可能是血糖长期控制不佳，对神经、血管
造成损害所引起的。

在此提醒老年朋友，当身体出现任何异常或
不适，都不能简单归结为高龄所致，应考虑到患
其他疾病的可能，及时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