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温金良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广州

2019.9.9��星期一

INFORMATION TIMES

A10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乳腺癌

发病率位居我国女性恶性肿瘤首位，其

诊治和防控成为当前乳腺学科发展的

重要任务。 如何发挥中、西医在乳腺癌

治疗方面的优势互补，让患者获得更好

的生存质量？如何将防治端口前移？9 月

6 日-7 日，第五届岭南乳腺病论坛暨广

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

会换届大会、国医大师孙光荣学术思想

研讨会、岭南乳腺病中西医结合联盟成

立大会、乳腺病防治中西医适宜技术学

习班在广州召开， 为进一步提升中、西

医乳腺病诊治水平，为中、西医治疗乳

腺疾病搭建一个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平

台。

中西医结合治疗可实现优势互补

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4 年全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为

41.82/10 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

位，是威胁我国女性健康最主要的恶性

肿瘤之一。 为了适应我国乳腺科发展需

要， 大会搭建中西医交流合作的平台，

提升中西医结合防治乳腺病的水平，传

承和发扬国医大师孙光荣学术思想，推

广乳腺病防治中西医适宜技术，关注乳

房疾病养护。

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指出，中医在

疾病治疗和预防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但在疾病不同阶段，中、西医优势不同，

应结合互补。 他以乳腺病为例解释，中

医可通过调神志、 通经络治疗乳腺病，

但同时也需要借助现代医学的先进检

测手段和手术方式；而区分疾病危重程

度下， 并非所有的乳腺病均需要手术，

中医药的调理也可实现有效治疗。 因此

他提出，中西医并重是前提，中医应筛

选主攻的优势病种，在传承创新中进一

步发展。

据了解，孙光荣教授为第二届“国

医大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是著名的中医药临床学家和文献学

家。 孙老从医 60 余载，擅长中医内科、

妇科等疑难杂症的治疗， 尤其在情志

病、养生学及内科杂病、妇科儿科、肿瘤

等方面研究颇为精深。

会中，全国著名的中、西医乳腺病

专家、 国医大师孙光荣学术弟子黄梅、

成都新都区中医医院特聘专家马里籍

博士迪亚拉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治未病科主任医师陈瑞芳教

授等将带来各专题讲座，共同探讨乳房

疾病诊治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及热点问

题。

中医药可参与乳腺癌诊疗的全流程

“事实上， 中医药可以参与乳腺癌

诊疗的全流程，在不同阶段可以分别发

挥主导和协同作用，使患者的生存质量

更高。 ”大会执行主席、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乳腺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黄梅是孙老的学术弟子之一， 她指出，

中医可以全程参与乳腺癌诊疗，在 80%

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对于健康人群的

养生，亚健康人群的调理，良性乳房疾

病的治疗，尤其是乳腺增生病的治疗等

有可能可以减少乳腺癌的发病，对于乳

腺癌患者在西医时间过程中产生的一

系列副反应，例如疲乏，疼痛，关节痛等

中医治疗可以起到较好的协同作用，减

轻症状，提高治疗依从性。

常见的乳腺增生进一步发展为非

典型增生或者囊性增生，是预示乳腺癌

风险的重要因素。 黄梅认为，乳腺增生

需要重视，是防止向肿瘤转变前干预的

重要极端。“出现乳腺增生时，病人往往

会出现乳房疼痛，并伴有情绪、睡眠等

方面的改变，这些在中医看来即是气血

阴阳不和的表现。 ”黄梅指出，身体给予

“信号”预示着气血、阴阳、脏腑已经出

现问题，及时进行有效调整，对于预防

乳腺癌的发生十分关键。 同样，囊性增

生也预示着身体内环境的失衡。

此外，情绪和睡眠与乳腺癌的相关

性紧密，对于乳房增生疼痛的患者在情

绪和睡眠方面的调整，黄梅认为，中医

在内服外治均有较大优势， 如针灸、导

引、按摩等手段均有良好疗效。

在乳腺癌治疗上，中西医结合可以

达到更好的效果。“当肿瘤病情危重，需

要把治疗肿瘤放到第一位时，可能需要

牺牲一定的生活质量。 在抗击肿瘤过程

中无可避免地给身体带来的其他创伤，

如骨关节症状、胃肠道反应、睡眠质量

下降等，都可能给治疗带来一定影响。 ”

黄梅表示，很多患者因生活质量地达度

下降而要求修改治疗方案而影响疗效，

此时中医协同介入显得尤为重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穗林园宣）

昨日下午，2019 广州国

际花卉艺术展花艺设计比赛初赛（

青

少年组

） 在广州市儿童公园文艺馆举

行，21 名小选手参加了比赛。 当天上

午，还有 29 名特殊青少年也参加初赛

（

特殊青少年组

），而所有的 50 名参赛

者都参加了插花技巧培训课程， 培训

导师均有着长达二三十年的从业经

历。 据主办方透露， 为鼓励这些孩子

们，50 名选手将可能参加在流花湖公

园举行的 2019 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

花艺设计比赛。

据了解，2019 广州国际花卉艺术

展花艺设计比赛将于中秋节期间在流

花湖公园举行， 如果选手在比赛中胜

出，其作品将可能在海心沙展出。 2019

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暨中国插花花艺

展将于 9 月 28 日~10 月 7 日在广州

海心沙举办，同期推出第 26 届广州园

林博览会(

国庆专场

），展示岭南文化

之美和现代园林艺术。届时，活动现场

将特别设置青少年、 特殊青少年作品

展示区， 正式展出这些孩子们的的花

艺设计作品。

此外，作为 2019 广州国际花卉艺

术展的主力分会场之一， 广州市儿童

公园还将于 9 月 21 日推出“花城花儿

开 迎接新时代”花艺课堂，邀请亲子

家庭参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盘笑莲）

第 37 个教师节临近， 广州技

校教师选择在三尺讲台上竞技的方式

庆祝节日。 前日，“羊城工匠杯”2019 年

广州市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竞赛决

赛开赛， 全市 49 名班主任和 135 名教

师激烈角逐。 今年， 针对技校生的特

点， 班主任业务能力竞赛增设了班级

管理创新项目，考验教师“走心”的德

育水平能力。

据悉，相对于普通中学而言，技校

班主任的压力更大， 技校生中近八成

生源来自农村， 且学习兴趣或成绩都

比较欠缺； 另一方面技校专业与产业

愈发贴近， 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技能人

才素质要求日益提高， 因此对技工院

校教师的职业能力也要求更高。

据介绍， 今年班主任业务能力竞

赛增设“班级管理创新”项目 ,涵盖环

保、阅读、好家风、心理健康、工匠文化

等主题， 近 50 名参赛教师以问题为导

向，针对学生最关注理想、人生、就业

等困惑， 将问题解答融入班级管理教

育，实现有效的班级管理与教育。

此外， 比赛还考验班主任的“走

心”能力与因材施教水平。 在班级事件

或学生问题个案等教育情境分析中，

班主任们需面临厌学、人际冲突、学习

困难、校园霸凌等各种学生难题，在 2

分钟内提出有效的针对性解决对策。

近 200名技校老师讲台竞技

解决“学生厌学”“校园霸凌”等各种校园问题

50名小选手比拼花艺设计

优胜作品有望在 2019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展出

乳腺癌诊疗 中医药可全程参与

中医防治乳腺癌可实现治疗端口前移，在不同阶段可发挥主导和协同作用

国 学 大 师

孙 光 荣 应 邀 出

席 了 论 坛 并 做

主题演讲。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参赛老师

演讲 《地铁车

站站台公共区

火 灾 应 急 处

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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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伟报 摄

参赛的小

选手认真制作

花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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