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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2021年9月24日 星期五 广告

随着鄞州区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的
启动，新一轮的鄞州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
康护航工程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
多月时间里，鄞州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将走
进校园，为鄞州区10.4万名中小学生进行
公益视力健康检查及筛查。

昨日上午8点左右，新城第一实验学
校的体艺馆迎来了第一批学生，4位鄞州
人民医院眼科中心的医护人员早已等在
现场，为孩子们进行视力检查。

作为浙江省省市共建重点学科（眼科
学）、浙东眼科专病中心、宁波市眼科学重
点学科、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宁
波院区、浙东眼科专科联盟牵头单位，鄞
州人民医院眼科中心自2019年起，每年
两次对鄞州区中小学生进行视力健康检
查及筛查，检查内容为视力表检查、电脑
验光、眼表检查。

据鄞州人民医院近视防控办公室主
任程健介绍，在筛查中一旦发现有视力异
常的学生，医院将第一时间提供预约转诊
的绿色通道。为了提高筛查的效率和数
据处理的速度，该院推出了电子报告单功
能。也就是说，家长通过手机就能及时了
解孩子的视力信息。在筛查的基础上，医
院还给全区中小学生建立“一生一档”，搭
建视力健康大数据监测系统，以实现及时
预警，精准指导。

“通过视力健康检查及近视筛查，我
们可以从多方面掌握孩子的近视情况以
及具体变化趋势，进而做到精准施策，科
学防控。”鄞州人民医院院长陆勤康表示，
普查能增强公众的眼健康意识，有效提升
近视矫正率。接下来，该院眼科中心还将
积极组织专家开展眼保健宣传教育、视力
评估和相关眼病的筛查等，早期发现影响
儿童视觉发育的眼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波市新城第
一实验学校将学生的视力筛查结果进行
分类，用红码、黄码、绿码进行标识，以引
起学生和家长的重视。

据了解，经过多方近两年的努力，今
年上半年鄞州区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比2020年同期下降了2.86%。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郑瑜

9 月 23 日上午，在宁波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病房里，
术后第三天的老房（化名）正准备
出院，看起来精神头很是不错，坐
在床上侃侃而谈，“真是多亏这张
卡片，还好我来查了！”

老房说的“这张卡片”，今年4
月就在宁波晚报的报道里出现
过。当时，宁大附院启动了针对
环卫工人的肺结节筛查关爱行
动，之后不久，又扩展到了更大的
人群、更多的癌种。

什么症状都没有，居然早被癌盯上了！
多亏这张“卡片”，把癌掐死在“襁褓”里

新一轮鄞州区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护航工程启动
一年两次为鄞州区
中小学生进行视力健康检查

老房的癌，早发现和晚发现差别有多大？
周成伟介绍，老房得的是浸润性腺癌，所谓

“浸润性”，就代表癌细胞已经具备了复发和转移
的能力。好在发现得及时，切除时肿瘤直径还只
有12mm，尚未转移，术后也无需化疗，复发可能
性较小。但如果此次没有发现，老房的肿瘤也已
经具备了之后每3个月可能增大一倍的条件。

而常规农保体检中的胸片因为和CT照射
原理不同，老房肺部肿瘤所在的位置恰在它的

“盲区”，这也是老房越体检越觉得自己非常健
康的原因。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早癌筛查项目，
让大家早发现、早治疗、早痊愈。”周成伟说。

继今年4月宁大附院胸外科率先启动肺结
节筛查派送行动后，6月派送的筛查选项又新

覆盖了胃癌、肠癌、皮肤癌、甲状腺癌、宫颈癌
和乳腺癌6大常见癌种，收到卡片的人可以在
200元限额内自行搭配选择筛查项目。

周成伟介绍，从今年6月至今，院方已经向
江北区的中心卫生院和社区居委会两个途径派
送了筛查卡，主要针对50岁以上的农民家庭和
外来务工家庭。从选择肺部CT的情况来看，已
来院内完成检查的有100多人，其中有肺结节
的有近50人，确诊为肺癌并已手术的有7人。

“建议符合派送条件、想要进行早癌筛查
的市民，主动去中心卫生院或社区居委会领取
免费筛查卡；已经领到筛查卡的市民也尽量安
排时间来完成检查。检查结果如有异常，也请
务必到正规医院咨询。”周成伟说。

记者 徐露清 通讯员 朱依琼

家住江北区的老房今年63岁，平时在村
里的建筑工地干活，腿脚灵活，身体硬朗。两
年一次的农保体检，他从没落下，但也从没查
出什么大毛病。最近四五年，他还把抽了30
多年的烟给戒了，生活作息也一如既往地规
律。老房觉得自己很健康。

前段时间，老房陪老伴上当地卫生院配
药，医生递给他们两张小卡片，告诉他们可以
凭卡到宁大附院免费检查早癌筛查项目。

“不要钱？这么好？”老房和老伴将信将疑
地收下了卡片，但后来工作繁忙，就忘记了。直
到中秋前，稍稍闲下来的老房想起了这两张卡
片，抱着“不要浪费”的心态，拉着老伴来到了宁
大附院。商量后，两人都选择了肺部CT检查。

结果，检查报告把老两口吓傻了。老房老
伴虽有微小肺结节，但属良性，而老房却查出
了早期肺癌！

“看到报告我真的是急死了，但医生一直安
慰我们说没关系的，就是一个小手术。”老房老伴
回忆道，“我们上周五查出来，医生这周一就安排
了手术，到今天出院，前后也才不到一个星期。”

据老房的主刀医生、宁大附院三结节中心
主任周成伟主任医师介绍，老房接受的是无插
管、保留呼吸的胸腔镜手术，成功切除了肿瘤，
手术还没完就已苏醒，手术结束就能下地走路，
恢复体力快，出院也快。为了达到这样的手术
效果，医护人员从术前到术后都花了一番心思。

出院前，老房无意间说起了自己曾经是一
天要抽一包多烟的“老烟枪”，这或许给他为什
么被肺癌盯上提供了些许线索。

“一天一包烟吸20年，就是一个很大的危
险因素，何况他是一天一包多烟吸了 30多
年。通常，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患癌几率要
增加4倍。”周成伟提醒，烟，还是早戒为上。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从发现到击败早癌不到一星期

有些癌会跟体检胸片“捉迷藏”
免费早癌筛查项目还在派送中

领到筛查卡的环卫工人到宁大附院接受检查。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