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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来袭莫要慌 规范治疗有良策

吸烟加“六化”导致肺癌高发

对于肺癌发病率持续增长的原
因，总结为吸烟加“六化”。

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
素。因肺癌死亡的患者中，87％是由

吸烟，包括被动吸烟引起的，男性吸
烟者肺癌死亡率是不吸烟者的８倍
到20倍。“六化”指的是人口老龄化、
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现
代化、环境污染化、生活方式不良化
以及医学现代化。

肺癌要先分期后治疗

患者得了肺癌后，千万不要盲目
从医。科学正确的临床分期是规范
化治疗的前提，准确的临床分期有助
于医生为肺癌病人制定科学合理的
治疗方案，使那些已有远处转移、不
应该做手术的肺癌病人避免承受开
胸手术之苦，使那些原本并没有转移
的肺癌病人得到及时科学的以外科

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目前
肺癌的治疗有外科手术、化疗、放射
治疗和中医药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及
心理治疗。

现在癌症传统的外科手术治疗
越来越趋于微创。例如肺切除手术，
以前需要三四十厘米的大切口，现在
十厘米左右的小切口就可以完成整
个肺切除手术过程。

基因检测让肺癌实现个体化治疗

肿瘤的发生是因为体内多种基
因发生突变的累积，加上外界不良因
素的刺激造成的。因此，通过对患者
的基因进行检测可以准确分析病情
并对症下药，从而提高治疗有效率，

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避免用药不当
贻误治疗时机。

目前，肺癌临床治疗的有效率仍
然偏低，这与癌症复杂的发生机理和
患者个体化差异有关，以往肺癌患者
手术后的辅助治疗有一定的盲目性，
常常按照经验选择化疗药物，许多肺
癌患者并没有临床获益，有可能人为
地造成过度治疗。现在可以对手术
切下来的病理标本进行基因检测，根
据检测结果选择化疗药物或者靶向
治疗药物，真正实施肺癌的个体化治
疗。

多学科合作提高治疗效果

肺癌临床确诊时，有不少病人已

属于中晚期，这就意味着可能出现了
脑转移、骨转移和腹腔转移等。非小
细胞肺癌是所有转移性脑肿瘤中最
常见的类型，约占所有脑转移癌的
50％，这种晚期肺癌的病人给治疗带
来很大难度。

“千万不要得了肺癌就万念俱
灰，尤其是肺癌转移以后。”多学科的
合作为这类患者提供了机会，肺癌脑
转移的治疗手段也越来越多。南通
市肿瘤医院专门成立专家会诊中心，
由内科、外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
科等多学科专家一起为患者进行会
诊，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着力提
升疗效。

专家介绍：张晓东，南通市

肿瘤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持
工作），主任医师，从事肿瘤内科
工作20余年，在肺癌的诊疗和研
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娴熟掌
握支气管镜下诊治技术。

春节是人员流动返乡和养老机
构老年人回家过年、家属探视的高峰
期，加上全国一些地方零星确诊病例
时有出现，养老机构疫情防控面临更
为严峻复杂的形势。在采取封闭式
管理的大背景下，机构防控严密程度
如何？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如有春节
返家意愿，又需办理哪些手续呢？

防控举措较此前更为严密

“你好，我要去护理二区看看老
人。”

“有探视预约吗？没有的话，请
与区域主任先联系。”

昨天中午12点45分，阳光老
年公寓入口处，保安袁师傅正接待
着市民陈女士，见一辆私家车驶来，
赶忙跑上前履行询问流程，之后为
车内男子测量了体温，并要求其戴
上口罩，出示健康码。保安师傅保
持警觉，并告知“目前机构已施行封
闭式管理”。

随后，记者来到市社会福利院
入口处注意到，一张木桌子摆放在
传达室外，桌上摆放着出入登记本
和3瓶功能不同的消毒液。保安黄
师傅介绍，黄色大喷壶里装的消毒
液是专门喷洒入院车辆的轮胎的，

“爱护佳”的免洗手消毒液用于手部
消毒，还有一只喷雾消毒剂是用来给
快递外包装消毒的。此外，入口处还
多了一块红色地垫，上面赫然写着

“消毒垫”三个字。“哪怕是直接服务
老人、儿童的专职工作人员进出，经
过大门口，也必须站在这块垫子上将
鞋底消毒后才能入内。”黄师傅说。

记者一连走访两家民政服务机
构发现，不论是养老机构还是儿童福
利机构，均采取了一系列疫情防控举
措以进一步落实单位主体责任，且
在具体做法上相较此前均更为严密。

鼓励春节“非必要不返乡”

“今天，机构已接到通知，重启
封闭式管理至春节期间。我们一方
面严格落实预约探视制度，另一方
面，也鼓励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
不出省（市）’。”南通阳光老年公寓
总经理尹建芳说，这两天，机构已开
始提前摸排老年人春节返家意愿，
动员老年人尽量留院。对确需离院
的老年人，建立工作台账，登记离院
后的主要活动安排及出入场所，并
提前明确拟返院时间。

尹建芳说，待节后返院时，如有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的老年人，须
严格执行“14+7+7”医学观察措施
（即：14天集中医学观察、7天集中健
康管理和7天院内单间居住健康监
测），经核酸检测无异常后方可进入生
活区域。从低风险地区返回的老年人
需提供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
院内单间居住隔离14天，经核酸检测
无异常后方可进入生活区域。

根据部署，接下来一段时间，福
利院同样施行封闭式管理。市社会
福利院院长任新梅说，除常态化的
举措外，对机构外就学、生活的儿童
尤其加强管理，院里将为外出就学
儿童划分独立的生活区域，配备专
职服务人员；与附近医疗机构建立
儿童就医绿色通道，规范外出就医
流程。同时，回家过年的代养困境
儿童和家庭寄养儿童，也须落实每
日沟通报告制度，保持密切联系，确
保防控措施到位。

保障必要民生服务不断档

此次出台的《通知》，主要以养
老服务、儿童福利、民政精神卫生福
利等机构服务对象为目标群体，瞄

准重点环节精准施策，一着不让守
好重点场所，坚决切断传染源，阻断
传播途径。同时，节后重点加强对
各类民政服务机构的内控排查管
理，掌握工作人员活动轨迹及接触
史，按照知情同意、确保安全的原
则，做好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
员、服务对象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
作；引导和组织机构内的老年人、儿
童等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水痘
疫苗和肺炎疫苗等提高免疫力，有
效预防相关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俞灏
说，春节将至，根据部署，全市所有
养老机构均须妥善做好老年人新入
院及春节返家服务保障，书面告知
老年人及其家属离院期间不接触
30天内有境外旅行史及民政部《养
老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指
南》中明确禁止进入养老机构的人
员，不串门、不聚众、不聚餐，不去人
员密集场所，不赴境外旅游探亲，做
好个人防护，及时向养老机构反馈
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返院时
核酸检测和隔离等防控要求。此
外，养老机构须提前落实隔离场所，
设置返院通道，做好院内转运保障，
分批有序接收返院。

“思想上再重视、工作上再部
署、问题上再督查、措施上再落实，
做好民政服务机构冬春季疫情防控
工作，要全力压实基层党委政府属
地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各单位
主体责任、个人（家庭）自我管理责
任，落实‘五有’措施，做好应急处置
准备。”市民政局局长汤雄表示，各
地民政部门要在保障全市民政服务
对象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有序开展
必要的服务，在保障必要民生服务
不断档的同时，确保机构和人员“零
感染”。 本报记者李彤

即日起至春节，重启封闭式管理，落实预约探视制度，老人节后返院
严格执行核酸检测和隔离措施……

民政服务机构高筑疫情防线

晚报讯 一年一度的春节，也
是返乡祭扫的高峰期。记者昨天从
市公墓管理所了解到，面对冬春季
疫情防控严峻复杂的形势，今年春
节期间返乡治丧祭扫等活动一律须
注意“五不要”。

根据部署，“五不要”分别为：不
要在未佩戴口罩的情况下进入墓
园；不要在带病的状态下进入墓园；
不要在中高风险区域返通后进入墓
园；不要隐瞒个人信息后进入治丧
场所；不要违反治丧场所规定的人
数限制，造成人员过度密集。

市公墓管理所主任丛远军介
绍，在治丧祭扫过程中，有几点大
家切记，须佩戴口罩、配合测量体
温，并主动出示“苏康码”、行程卡，
凡不按要求执行或“苏康码”、行程
卡显示有风险区域的客户均禁止
入内；进入墓园后，须第一时间到
达相应墓区，减少在公共区域逗
留，保持安全社交“一米”距离，减
少公共区域的人员聚集时间；此
外，须提前准备好相应资料，减少
滞留和往返公墓场所次数，骨灰落
葬前需准备好《公墓安葬证》或《安

魂卡》。
在此期间，市公墓管理所和生

态故园都将对进场人数施行控制，
进入公墓业务大厅办理业务的不得
超过3人，进入骨灰寄存设施的不
得超过5人，参加骨灰落葬的人员
不得超过15人。提倡网络祭祀、云
祭扫等追思形式，欢迎关注“南通市
公墓管理所”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
追思。如有业务需要咨询，可拨打
电话 0513- 85186797、68005088
（钟秀墓园）；80604444（生态故
园）。 记者李彤

返乡祭扫高峰将至 疫情防控不可轻忽

市民去公墓等处须做到“五不要”

晚报讯 “现在也挺快，以后
都不用跑一趟，就更方便了。”昨
天上午，周先生在市人才服务中
心给女儿办好《南通市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接受联系函》，听说15
日开始这些业务都可以在网上
办，忍不住点头称赞。

江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
于11日正式切换上线运行。我
市在此次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中
负责人才服务板块的开发，其间
配合省厅梳理人才领域服务事
项，共减少业务材料47份、减少
信息项310项。

在我市先行试点上线的人才
板块系统，涵盖9大类250个业
务功能，将于15日起正式开展网
办业务，为服务对象提供档案查
询、接收、转出，人事档案证明出
具、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等
各类服务。

“比如你在上海找到了新工
作，要把档案调过去，之前的做法
是先在上海的人才服务部门开具
调档函，然后带着函和身份证等
到现场来才能办。”市人才服务中
心人事代理科科长魏勤举例说，
网办业务正式开展后，就只需要
在系统里根据要求上传材料，中
心会将符合条件的档案材料寄到

相应的企业或者人才服务中心，省
掉了服务对象来回奔波的时间和金
钱成本。

此外，一些工作单位需要提供
的工作经历证明、最高学历证明等，
也可以在网上申请、获得相关证明
的电子文本，打印出来即可，不再需
要亲自带着身份证件到大厅来开
具。“目前只是南通的试点，等13个
市都上线了，就能实现全省的信息
互通，对人才来说就更方便了。”魏
勤说。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人才档案
管理的先进理念融入系统，在全省
率先实现人才档案系统智能库房应
用。“给每一份档案都安装了电子芯
片，对库存的10万多份档案可以实
现两天一盘点，也可以迅速调出任
何一份档案。”魏勤说，智能化的管
理可以让百姓更放心，标准化的建
设则有利于将这一应用向其他地市
推广。

“为人才引进、人才开发搭建平
台，方便各类人才办理综合业务，都
是为南通营造更优的人才环境。”
市人社局行政服务处处长张玥表
示，我市将继续加强相关平台建
设，进一步探索南通人才大数据应
用，为各级党委政府做好人才工作
提供辅助。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南通飞
鹤公交公司获悉，因星湖大道（通
富南路至通盛大道）施工结束，自
16日起，公交620路、888路、889
路恢复原线运行。

公交620路恢复停靠“开发
区公安分局、安惠公司、星湖101
北、益兴大厦、星湖大道新景路
口、航运学院”站点，绕道路段

“通富路星湖大道南、通富路振
兴路口、振兴路中央路口、帝人
公司、星海花园、春天花园”站点
不再停靠。

公交888路恢复停靠“交警

五大队·翰林科技园、星湖101北、
益兴大厦、航院·丽馨实业”站点，绕
道路段“振兴路中央路口、星海花
园、振兴路新景路东、航运学院”站
点不再停靠。班次间隔时间有调
整，6:00-10:00、12:00-18:00间
隔为 30分钟；10:00-12:00 间隔
为40分钟。

公交889路恢复停靠“交警五
大队·翰林科技园、星湖101北、益
兴大厦、航院·丽馨实业”站点，绕道
路段“振兴路中央路口、星海花园、
振兴路新景路东、航运学院”站点不
再停靠。 记者严春花

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上线
人才服务板块南通试点运行

档案接收转出等业务可网上办

620路、888路、889路

16日起，
3条公交线路恢复原线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