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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编者按铱 当前袁癌症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之首袁也是世界人口死亡的第一位

原因袁全球癌症负担不断加重袁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性公共卫生问题遥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袁党和

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癌症的研究尧 预防和诊治工作袁 我国的癌症防治事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

就遥在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袁本期我们特别邀请郝希山院士全面回顾了 70 年来袁
新中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尧稳步发展的辉煌历程噎噎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巡礼

从零起步的新中国癌症防控事业任重道远
要要要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尧国家肿瘤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郝希山教授

文图/叶中国当代医药曳主笔 潘 锋

国务院日前发布叶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曳袁叶意见曳提出袁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袁我国总体癌

症 5 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 43.3%
和 46.6%遥 中国工程院院士尧国家

肿瘤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尧天津医科

大学名誉校长郝希山教授在接受

采访时说袁新中国癌症防治事业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

的显著成就袁但目前我国癌症患病

率和死亡率仍高居不下袁进一步提

高癌症预防尧早诊早治和临床治疗

水平是一项系统性综合工程袁癌症

防控是一项需要长期奋斗的事业遥
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

郝希山教授回忆说袁新中国成

立时袁我国肿瘤防治事业几乎是一

片空白遥 1952 年袁金显宅教授在天

津市人民医院创建了新中国第一

个肿瘤科袁 并担任肿瘤科主任袁被
誉为野中国肿瘤医学之父冶遥1952年袁
中国肿瘤学和放射治疗学的先驱

者和奠基人之一吴桓兴教授出任

上海镭锭治疗院院长遥天津市人民

医院和上海镭锭治疗院两所医院

南北辉映袁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肿瘤诊疗的两盏明灯遥
1954 年袁 受中央人民政府卫

生部委托袁金显宅教授在天津人民

医院开办了第一届全国肿瘤高级

医师进修班袁 至 1990 年金老病逝

时已开办 23 届袁 培养学员 300 多

人袁许多学员成为各省尧市尧自治区

肿瘤医疗机构的开创人和学术骨

干袁成长为我国肿瘤学科带头人遥
1958 年袁 吴桓兴教授调任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袁与我

国另一位肿瘤事业的开创者和奠

基人李冰一起袁规划建设了我国第

一所肿瘤专科医院和研究所遥 此

后袁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袁浙

江省肿瘤医院尧中山医学院附属肿

瘤医院和肿瘤研究所尧湖北省肿瘤

医院和肿瘤研究所尧福建省肿瘤医

院尧 辽宁省肿瘤医院等相继建成袁
新中国肿瘤防治事业进入蓬勃发

展时期遥
郝希山教授接着介绍说袁新中

国成立以来袁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

视肿瘤防治工作遥 早在 1969 年就

成立了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袁
全面指导全国的肿瘤预防和控制

工作袁此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肿瘤防

治布局和实践探索袁相继启动了一

批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和示范基地遥
从 1949 年到 1984 年的 35 年间袁
我国学者在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尧早
期诊断尧新药研发等方面取得了令

人鼓舞的成就遥
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

的带领下袁1973 年至 1975 年袁我
国组织开展了对恶性肿瘤尧心血管

疾病等一些重大疾病的全国流行

病学调查袁 基本摸清了 15 种常见

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和人群分布特

征袁掌握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高

发地区遥 1973 年至 1975 年袁通过

对 29 个省尧市尧自治区 8.5 亿人口

郝希山教授在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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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的数据编制了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恶性肿瘤地图集曳袁 为肿瘤病因

研究和肿瘤防治研究提供了有价

值的线索和依据遥 此后又分别于

1990 年至 1992 年和 2004 年至

2005 年在全国开展了两次全死因

调查袁调查数据成为迄今为止反映

我国疾病死亡原因尧包括肿瘤死亡

情况的基础数据遥
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等

完成的野早期肝癌和癌前甲胎蛋白

血清流行规律的研究冶袁 通过应用

抗原参入火箭电泳自显影等技术袁
对我国高发区肝癌进行了血清学

研究袁初步阐明了早期肝癌和癌前

期甲胎蛋白血清学变化规律袁为早

期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依据遥
在汤钊猷教授带领下袁上海第一医

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等完成的野小肝

癌的临床和病理研究冶进一步肯定

了肝癌与肝炎的关系袁甲胎蛋白普

查成为发现无症状尧无体征早期小

肝癌的重要途径遥上述 2 项研究与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

集曳获得 1978 年至 1979 年医药卫

生科技成果野甲级成果奖冶遥
野平阳霉素冶是我国学者自主

研究首创的广谱抗肿瘤新药袁迄今

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遥 甄永苏等完

成的 野广谱抗肿瘤抗菌素平阳霉

素冶 获 1982 年国家发明奖二等

奖遥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

北京召开袁韩锐等完成的野N-甲酰

溶肉瘤素的研究冶和甄永苏等完成

的野争光霉素的研究冶袁分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遥

为加强恶性肿瘤防治研究工

作袁 原卫生部于 1997 年 7 月 2 日

在北京召开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工

作会议袁 会议制定了 1977 年至

1985 年全国恶性肿瘤防治研究规

划袁成立了 13 个协作组袁集中力量

攻关关键科学问题遥医学科研人员

深入肿瘤高发区袁实验室与现场相

结合袁发现了亚硝胺尧霉菌等与食

管癌密切相关袁乙肝尧黄曲霉素与

肝癌发生明显正相关袁 发现了 EB
病毒尧化学致癌物尧遗传因素等与

鼻咽癌发病的关系袁 同时在食管

癌尧肝癌尧鼻咽癌早期诊断和治疗

方面取得较好效果遥
郝希山教授介绍说袁1978 年

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后袁我国肿瘤防

治研究全国性协作和地区性学术

交流日渐活跃遥 1984 年 4 月 28 日

中国抗癌协会成立袁金显宅教授担

任名誉理事长遥截至 2018 年年底袁
分支机构65个袁会员单位总数74个袁
会员总数达到 20.4 万人袁 在中国

科协会员系统中会员总数居首位遥
我国癌症负担居高不下

郝希山教授说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袁 我国癌症预防和筛查工

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袁但与不断

攀升的癌症患者相比仍远远不能

满足现实要求遥
郝希山教授说袁我国地理范围

广尧人口多尧环境和民族文化差异

大尧 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特点袁
这进一步增加了癌症防控的复杂

性和艰巨性袁使我国癌症三级预防

面临着复杂的科学问题和现实问

题遥 2014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

叶全球癌症报告曳显示袁中国新增癌

症病例高居全球第一位袁新发病例

和死亡病例约占全世界总数的四

分之一袁其中肝癌尧食管癌尧胃癌和

肺癌 4 种癌症袁 我国新增病例和

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遥
野与心脑血管病等其他重大慢

性病相比袁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

率均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袁并呈现三

高二低态势院发病率高尧死亡率高尧
中晚期病例多尧生存率低尧生活质

量低遥冶郝希山教授说遥其原因之一

是袁虽然到 2013 年年底我国已建

立了 249 个肿瘤登记点袁逐步完善

了全国肿瘤登记网袁但由于我国人

口基数太大袁地理分布尧文化尧环境

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袁使我

国的癌症防控工作仍主要局限在

小范围的试点人群内袁与实现全民

癌症防控的目标相距甚远遥
二是生活和饮食习惯的改变袁

使我国肿瘤发病谱向西方国家肿

瘤发病谱转变袁即西方国家多发的

癌症类型如结直肠癌尧 乳腺癌尧前
列腺癌等在我国发病呈上升趋势袁
西方国家低发的癌症类型如胃癌尧
肝癌尧 食管癌在我国仍呈高发态

势遥此外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袁
工业化发展所致生活环境中致癌

因素的增加袁吸烟和饮食结构西方

化以及社会卫生保健水平不平衡尧
癌症防控上总体投入明显不足等袁
也成为导致我国癌症发病人数快

速上升的原因遥
三是我国癌症临床治疗现状

发展极不平衡袁而且由于肿瘤规范

化治疗策略普及不够袁防控与临床

治疗资源严重不足且有待更有效

配置等因素袁造成目前我国癌症治

疗患者 5 年总体生存率仍徘徊在

30%至 40%遥
郝希山教授指出袁居高不下的

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给国家和居

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遥
同时袁 目前我国癌症就诊者中袁早
期病例不足 20豫袁 大部分患者处

于中晚期袁 诊治花费高昂而收效

小袁癌症治疗严重消耗了我国有限

的医疗卫生和社会资源遥癌症患者

由于工作和劳动能力下降袁致使他

们收入减少或无经济收入曰肿瘤治

疗需长期服药袁 不断进行化疗尧放
疗袁费用高昂曰癌症复发再入院治

疗袁需继续大量的经济投入遥因此袁
癌症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

题袁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袁需要社会

及不同领域形成合力来共同来努

力解决遥
早诊早治提高癌症治愈率

2019 年 2 月 11 日举行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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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袁 加强癌症尧罕
见病等重大疾病防治袁事关亿万群

众福祉曰 要加快完善癌症诊疗体

系袁坚持预防为主袁推进癌症筛查

和早诊早治袁努力降低死亡率遥
野大部分癌症如果在早期发

现袁治愈率将得到极大的提高袁而一

旦发展至晚期则难以避免不良结

局袁甚至迅速危及生命遥因此袁除了

通过预防危险因素降低癌症发病

率以外袁还需要通过早诊早治来提

高癌症治愈率遥冶郝希山教授强调遥
郝希山教授介绍袁我国癌症早

诊早治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遥我国食管癌一定地域内的

绝对高发与周边地区的相对低发

形成鲜明对照袁是我国食管癌最典

型的流行病学特征遥 在 1957 年召

开的国务院山区工作会议上袁时任

河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向中央报

告说袁林县有野三不通冶袁水不通尧路
不通尧食管不通遥 林县食管癌问题

由此引起国家高度重视遥随后卫生

主管部门派出王国清尧 杨文献尧沈
琼尧 裘宋良等医疗专家深入林县袁
成立了全国食管癌防治研究基地袁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袁林县被确认

为食管癌高发区遥
1960 年袁 河南医学院沈琼教

授使用其发明的 野双腔管带网气

囊冶在林县开展食管脱落细胞学检

查袁发现了大量早期食管癌袁患者

得到彻底根治袁同时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食管癌细胞学诊断标准遥食
管拉网早期筛查这一食管癌筛查

早诊早治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应

用袁我国在河南林县尧河北磁县等

地先后建立了食管癌防治现场遥我
国食管癌防治 20 世纪 60 年代便

走在了世界前列袁早期患者 5 年生

存率达 90.3%遥 通过多年努力袁研
究人员发现了 15 个食管癌和贲门

癌易感基因袁阐明了环境和遗传因

素交互作用对食管癌发生的影响曰
通过在食管癌高发区建立乡村防

癌网袁群防群治袁培训当地农村医

生袁开展食管癌普查袁培养当地细

胞学检查人员袁改良水源和改进水

质等措施袁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综

合防治袁我国部分高发地区食管癌

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袁食管

癌防治方面取得巨大成绩遥
在野十窑五冶野十一窑五冶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支持下袁从 2005 年起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

士尧程书钧院士等与河北省肿瘤

医院尧磁县医院合作袁在食管癌

高发区河北磁县建立了覆盖超过

45 000 人的前瞻性随访队列袁经
过 10 年的长期连续随访袁 结果显

示内镜筛查可降低食管癌死亡率袁
这一研究为我国高发区食管癌早

诊早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遥但来

自全国防癌办公室第三次肿瘤普

查资料显示袁目前我国食管癌发病

率仍相当高袁防治依然任重道远遥
郝希山教授介绍袁20世纪 50年

代至 60年代袁我国结直肠癌渊CRC冤
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遥 1973 年至

1975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死因调查

显示袁CRC 在东南沿海地区呈现

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遥 20世纪 70年
代浙江省嘉善县大肠癌的死亡率

为 26.03/10 万袁 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 6 倍遥 1977 年到 1980 年袁浙江

大学郑树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在浙

江海宁市尧 嘉善县等地开展了

CRC 筛查和早诊研究袁 在海宁市

完成了 30 多万人的 CRC 普查袁这
也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人群

CRC 筛查袁 由此拉开了后续四十

余年的 CRC 筛查方案探索与优化

的序幕遥 1989 年至 1990 年间袁我
国开展的 60 厘米肠镜筛查袁 共筛

查 60 000 余人袁经 7 年随访发现袁
筛查人群直肠癌和结直肠癌累积

死亡率分别下降 31.7%和 7.7%袁
目前新的 CRC 早诊早治项目的筛

查和随访仍在进行中遥
研究人员通过筛查和早诊研

究发现袁个人息肉史尧家族肠癌史尧
慢性便秘等因素是 CRC 发病的高

危因素袁并以此确立了结直肠癌日

常预防尧高危筛查和治疗对策等一

系列的原则与方法袁探索出了一套

适合于我国国情的 CRC 筛查技术

方案遥海宁市和嘉善县这一模式的

特点是袁 能降低死亡率并节约成

本袁 可根据人群地域和文化特征袁
因地制宜地制定筛查防控策略袁同
时强化了癌症防治机构的公益性

防癌职能遥 此外袁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万德森等完成了野结直肠癌

社区预防与综合治疗应用研究冶项
目曰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

会组织 27 家单位联合开展了野中
国大肠癌患者登记和随访系统冶项
目袁 通过系统登记患者诊治信息袁
定期随访袁 提高了临床诊疗水平袁
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遥

胃癌是我国城乡居民高发肿

瘤之一袁全国第一次人口死因调查

显示袁胃癌发病具有一定的地理聚

集性袁如山东临朐县尧栖霞县尧辽宁

庄河县等地区袁胃癌死亡率显著高

于其他地区袁提示当地居民可能长

期暴露在一组较强的致癌因素中遥
自 1983 年起袁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

究所游伟程教授等在山东临朐县

逐步建立起了涵盖 20 多万人群的

胃癌野高发现场冶袁系统开展了胃癌

流行因素与干预研究遥大样本前瞻

性研究证实袁胃癌发生是一个多阶

段的渐变过程袁 幽门螺杆菌渊Hp冤
感染是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遥 针对

3400 例成人进行的根除 Hp 感染

的干预研究证实袁根除 Hp 感染能

使重度癌前病变或胃癌发病风险

降低 40%袁 该研究获得国际肿瘤

学界高度关注遥医务人员在当地免

费开展胃镜普查数万人次袁通过根

除幽门螺杆菌尧健康教育尧改变饮

食生活习惯等袁明显降低了人群胃

癌发生风险袁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

益遥 同期袁中国医科大学徐惠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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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等在国家野八窑五冶野九窑五冶攻关

课题支持下袁在庄河县开展的现场

研究也证实袁咸猪肉和 Hp 感染是

当地胃癌高发的危险因素遥 此外袁
我国在甘肃兰州尧宁夏固原等消化

道肿瘤高发现场开展的综合防治

项目也取得一定成效遥
郝希山教授说袁乳腺癌是全球

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袁我国乳腺

癌发病率以城市每年 3.9%和农村

每年 6.3%的速度快速增加袁 已成

为我国女性癌症发病之首袁我国已

将乳腺癌作为野两癌冶筛查之一列

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遥中
国抗癌协会联合国家肿瘤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袁组织专家团队先后主

持开展了多项全国性乳腺癌筛查

项目袁 包括 2008 年至 2009 年袁由
原国家卫生部牵头尧覆盖全国 30个
省渊区尧市冤53 个项目点的 39.8 万

城市妇女的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乳

腺癌筛查项目冶曰2009 年至 2011年袁
由原卫生部联合全国妇联启动的尧
覆盖全国 31 个省渊市尧区冤200 个

县渊市尧区冤的 82.9 万农村妇女的

野国家重大公共卫生耶两癌爷筛查项

目冶中的乳腺癌筛查项目曰2008 年

至 2010 年袁在天津尧北京尧沈阳尧南
昌尧肥城五个地区袁针对 33 000 名

女性开展的中国多中心乳腺癌优

化筛查方案 研究项目 渊MIST冤遥
MIST 项目目前是我国唯一一项在

大规模自然人群中开展的尧以同步

盲法评价触诊尧 超声及 X 线三种

乳腺癌筛查方法袁以及筛查效果为

目的的多中心筛查队列研究袁获取

了我国乳腺癌群体筛查的基础数

据遥 研究人员分别从筛查起始年

龄尧筛查方法尧筛查时间间隔三个

方面袁针对中国女性乳腺癌一般风

险人群和高危风险人群袁制定了首

部以人群为基础的规律性女性乳

腺癌筛查指南遥
2005 年袁 原卫生部正式启动

我国第一个癌症防控国家重大公

共卫生专项要要要农村高发区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袁其目标是提高我国

7 种常见高发癌症的早诊率和治

疗率尧降低死亡率袁同时提高基层

队伍技术水平遥 200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在全国 31 个省

渊区尧市冤设立 252 个筛查项目点袁
共计筛查高危个体超过 200 万人袁
检出患者 30 000 多例袁 早诊率近

80%袁项目筛查出的消化道早癌患

者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及时规范有

效的治疗袁明显提高了所在地区消

化道肿瘤防治水平遥项目的实施提

高了医生和群众的健康防癌意识袁
进一步彰显我国政府在肿瘤防治

上的主体责任和义务遥 2013 年至

2015 年间袁 中国抗癌协会连续三

年在民政部中央财政支持下开展

野西部贫困地区癌症救助项目冶袁在
江西赣州尧瑞金等 6 个地市袁贵州

毕节大方县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等贫困老区开展乳腺癌和

宫颈癌野两癌冶筛查救助袁三年累计

免费完成乳腺癌筛查 6000 人袁确
诊的 41 名乳腺癌患者全部通过项

目资助得到规范化治疗遥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郝希山教授说袁经过 70 年的

努力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袁在国

家野973冶野863冶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的支持下袁我国学者在抗癌研究

领域完成的多项高水平成果在国

际著名学术期刊叶科学曳叶细胞曳等发

表袁 部分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遥 这些成果凝聚了广大医学科

技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袁彰显了他

们的科学精神尧探索精神和奉献精神遥
2014 年 3 月 16 日袁叶自然曳发

表中国医学科学院詹启敏院士等

完成的一项食管癌研究进展遥研究

人员采用全基因组测序尧全外显子

组测序和比较基因组杂交芯片分

析等方法袁对来自广东省潮汕地区

的 158 名食管鳞状细胞癌渊ESCC冤

展开研究袁鉴别出了这类癌症的一

些基因组改变袁这项研究对于改进

ESCC 的诊断及治疗策略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遥
2017 年 6 月 16 日袁叶细胞曳杂

志在线发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 BIOPIC 中心尧北大要清华生命

科学联合中心张泽民教授等完成

的 T 细胞免疫特质研究袁这是国际

上迄今为止针对 T 细胞的最大规

模研究遥 该研究探索了 T 细胞亚

群的分布尧分类尧分化及功能特征袁
为从多角度理解 T 细胞在癌症中

的作用奠定了基础遥
2019 年 6 月 17 日袁叶自然窑遗

传曳杂志发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曾益新院士团队的题为野全基因

组测序鉴定鼻咽癌相关的 EB 病

毒高危亚型冶论文袁研究发现了与

鼻咽癌有关的高致病性 EB 病毒

亚型遥该高危亚型是迄今为止发现

的与鼻咽癌发生相关的最大风险

因素袁对于研发鼻咽癌预防性疫苗

及开展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具有

重要意义遥曾益新院士团队还曾在

2002 年和 2010 年叶自然窑遗传曳上
发表了两项鼻咽癌研究成果遥

1979 年全国 209 个县对 27万
人进行的病毒性肝炎感染率调查

结果显示袁 中国人群 HBsAg 流行

率为 8.75%袁提示我国存在较高的

病毒性肝炎疾病负担遥 1992 年袁我
国开始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儿童

计划免疫管理袁 并于 2001 年纳入

国家免疫规划遥 40 年间袁通过实施

乙肝疫苗免疫规划袁保护了新生儿

免受 HBV 感染袁减少了母婴传播袁
从根本上减少了我国新发慢性

HBV 感染袁15 岁以下儿童的 HB鄄
sAg 携带率由 10.8%降至 0.8%袁降
幅 93%袁有效降低了肝癌发病率遥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

大学卞修武教授等完成的野肿瘤血

管生成机制及其在抗血管生成治

疗中的应用冶袁获 2012 年度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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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步奖一等奖遥该研究围绕肿瘤

血管生成机制及其应用展开了大

量研究袁率先发现了分子调控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渊VEGF冤的作用及信

号通路等袁为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

提供了新的分子靶点遥
吴孟超院士尧 郑树森院士尧樊

嘉院士等在肝癌外科技术领域取

得多项成果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总医院沈中阳教授等完成的野肝
移植的临床研究及应用冶袁获 201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遥该研

究历经 10 年袁 在肝移植治疗肝癌

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上取得一系列

成果袁为进一步制定肝癌肝移植远

期预后方案及肿瘤复发防治策略

提供了科学指导遥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洁

教授等完成的野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生物学特征研究及化疗新方案的

创建和推广应用冶袁获 2011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遥该研究在国

际上第一次报道了雷公藤内酯醇

渊TPL冤 对 MM 细胞具有生长抑制

作用袁在国际上首次应用具有我国

特色的中草药提取药物高三尖杉

酯碱渊HHT冤处理骨髓瘤细胞可促

进肿瘤细胞凋亡遥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俞光岩

教授等完成的野涎腺肿瘤治疗新技

术的研究及应用冶袁获 2012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遥该研究历时

20 余年袁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既

可保存腮腺功能袁 又可避免肿瘤

野复发冶 的腮腺沃辛瘤手术治疗新

方案袁使我国涎腺肿瘤治疗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赫

捷院士等完成的野食管癌规范化治

疗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推广冶袁
获 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遥该研究历时 13 年袁在国内外率

先创建了食管癌早诊早治技术体

系袁 创建了中晚期综合治疗新策

略袁发现了高危人群遗传易感标志

和危险因素袁 发现了 63 个与食管

癌临床病理特征相关的分子袁创建

了规范化诊治推广体系袁研究成果

广泛应用于临床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季加孚教

授等完成的野胃癌综合防治体系关

键技术的创建及其应用冶袁获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遥该研

究证实根除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

预防胃癌袁 可使胃癌发病率降低

39%遥首次确立了我国进展期胃癌

手术及围术期治疗的规范与方案袁
显著提高根治性切除率及生存率袁
创建了国际标准的样本资源平台袁
通过样本研究袁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能显著逆转胃癌癌前病变的靶点遥
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

等完成的野肺癌分子靶向精准治疗

模式的建立与推广应用冶袁获 2017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遥该研究

历时 17 年袁形成了我国肺癌分子

靶向精准治疗模式的系列诊疗

策略袁显著延长了患者生存时间袁
使我国肺癌研究跻身于国际先进

行列遥
2016 年 12 月 5 日袁美国血液

学会渊ASH冤在美国圣地亚哥会议

中心向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

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陈竺

院士颁发 野欧尼斯特窑博特勒奖冶袁
以表彰他的团队应用全反式维甲

酸渊ATRA冤和三氧化二砷渊ATO冤袁
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进行联

合靶向治疗袁使这一疾病 5 年无病

生存率跃升至 90%以上袁 达到基

本野治愈冶标准曰同时从分子机制上

揭示了 ATRA 和砷剂的作用机

制遥上海血液学研究所陈赛娟院士

团队完成野髓系白血病发病机制和

新型靶向治疗研究冶袁获 2015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遥
近年来袁我国科学家在多个国

际性和地区性学术组织中担任领

导职务遥郝希山院士曾任国际抗癌

联盟常务理事袁 作为大会主席于

2010 年在我国成功举办了第 21
届世界抗癌大会袁2011 年至 2013
年担任亚太抗癌联盟轮值主席遥中
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袁现
任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尧亚太胃

肠病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遥季加

孚教授任国际胃癌学会候任主席袁
曹雪涛院士任全球慢病联盟主席

等遥我国知名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

的任职袁极大提高了我国肿瘤医学

界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遥
建立癌症防控长效机制

野癌症的发生是长达几十年的

积累过程袁决定了癌症防控是也将

是一项长期的奋斗过程袁需建立癌

症防控长效机制遥冶郝希山教授说遥
他表示袁建立癌症防控长效机

制首先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癌症防

控规划和体系遥 在政府主导下袁加
强顶层设计袁建立中国特色的癌症

防控体系袁统一对我国癌症防控的

认知袁明确防治工作重点袁提高防

治成效遥将癌症防控纳入政府工作

重要内容袁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防

控工作规划遥癌症防控规划应注意

到地区和人群的差异袁以全面获得

信息和采取干预措施遥癌症防控规

划应涉及前瞻性政策制定和干预尧
健康与疾病管理尧信息采集与汇总

分析等多方面袁 应从国家健康部

门尧医疗机构尧肿瘤医生尧社区及家

庭等不同层次袁分别设计有针对性

的教育与指导方案袁应基于循证医

学袁制定具体可行的标准化方案和

长效机制遥癌症防控要重视农村和

社区袁突出重点袁继续贯彻野政府主

导尧预防为主尧农村为重点的冶防控

策略遥
郝希山教授指出袁野健康中国

行动冶 提出倡导积极预防癌症袁推
进早筛查尧早诊断尧早治疗袁降低癌

症发病率和死亡率袁提高患者生存

质量袁有序扩大癌症筛查范围遥 研

究表明袁癌症是一种可防可控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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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袁1/3 可以预防袁1/3 可通过

早期诊断和治疗而治愈袁1/3 可通

过综合治疗延长生命遥来自美国癌

症协会的数据报告显示袁 近年来袁
美国癌症死亡率一直呈下降态势袁
主要归因于一系列主动预防措施

的实施遥如注意饮食尧加强锻炼尧戒
烟尧避免酗酒和日光暴晒等个人生

活方式的干预遥 因此袁应采取预防

为主尧关口前移尧防癌于野未然冶的
癌症防控战略前移策略袁通过综合

防控措施消除可控致癌因素袁降低

常见高发肿瘤发病率遥 同时袁要不

遗余力地开展全民教育袁加强防癌

科普宣传并形成长效机制袁推动全

民科学抗癌防癌理念的提高遥 野世
界癌症日冶是由国际抗癌联盟发起

的一项全球癌症防控科普活动袁每
年野世界癌症日冶的主题活动丰富

多彩袁包括科普讲座尧专家义诊咨

询尧患友交流尧医患演出尧发放科普

资料尧新媒体互动尧媒体见面会等

活动遥 由中国抗癌协会率先倡导尧
原国家卫生部确立的野全国肿瘤防

治宣传周冶袁自 1995 年起至今已成

功举办 25 届袁 得到政府和医学界

的高度认可袁已成为我国每年最重

要的抗癌宣传活动遥宣传周积极整

合资源袁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袁
坚持公众和患者兼顾袁科学防癌和

合理抗癌野一个都不能少冶袁通过各

类媒体立体宣传产生了巨大社会

影响遥 建立良好生活方式尧早诊早

治尧有效治疗尧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等抗癌防癌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遥
第二袁现阶段征服癌症的关键

野战役冶在于贯彻早诊早治原则袁抓
住肿瘤治疗的黄金机会袁 因此袁要
加强早诊早治体系建设袁 防癌于

野未然冶袁治癌于野早期冶遥 大力发展

癌症筛查新技术和早期诊断技术袁
为患者提供早期治疗机会遥建立和

完善国家统一的癌症登记报告系

统和制度袁 特别是癌症死亡登记袁
为癌症防控提供科学可靠的数据遥

由国家卫生行业和科技主管部门

牵头袁 组织技术力量开展科学研

究袁 研发适宜的癌症筛查技术袁并
根据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实际情况

进行优化尧培训尧推广和应用遥目前

乳腺癌尧宫颈癌尧结直肠癌尧胃癌尧
食管癌/贲门癌的早期筛查已产生

良好社会效益袁应进一步加大推广

力度遥对现有的基础研究成果进行

转化和推广袁进一步扩大应用成熟

的筛查技术以惠及潜在的高风险

人群遥建立癌症早诊早治新模式的

试点和分层次尧 分阶段推广机制袁
注意中央与地方尧 城镇与农村尧普
及与效率的统筹与结合袁从政策制

定与评估尧人员培训与储备尧技术

开发与推广等方面进行布局遥
郝希山认为袁 在现阶段下袁大

部分中晚期癌症还无法治愈袁提高

癌症治疗有效率仍有赖于早期发

现和早期治疗遥经过筛查早期诊断

并采取合适的治疗措施袁癌症将能

够成为一种可治愈的疾病袁提高癌

症早期诊断率刻不容缓遥在现阶段

下袁 应根据不同肿瘤的生物学特

点袁大力开发适用于不同肿瘤的早

诊技术袁包括高分辨率的影像学诊

断技术尧癌症标记物尧组织细胞学

诊断技术等袁为更多患者争取早期

诊断尧早期治疗的机会遥 中国癌症

早诊早治工作的目标是袁使癌症早

诊早治逐步成为公共卫生服务的

一部分袁使更多筛查对象积极主动

地参与遥
三要提高规范化诊疗水平袁推

广应用常见癌症诊疗规范遥癌症是

一个专业性较强并需要多学科长

期综合治疗的领域袁需要有经过严

格专业培训的肿瘤专科医师袁在规

范的肿瘤专科医院有计划地开展

综合防治遥我国目前的医师培训内

容主要是全科医师培训袁尚未有针

对肿瘤医生的专科医师培训袁不同

专业医疗机构袁尤其是县级以下和

广大农村地区医务人员的肿瘤专

业诊疗水平与大医院和专科医院

的差距更大遥基层医院是癌症筛查

和诊断的终端单位袁应大力提升中

西部地区及基层癌症诊疗能力袁建
立肿瘤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和准入

制度袁建立基层医疗单位肿瘤专科

的定期继续教育制度遥平衡分配医

疗资源袁提高基层单位的肿瘤诊断

资源配置袁建立基层医疗单位人员

与各级上层医疗单位之间的人员

交流与技术交流新机制遥加强国家

级和省级肿瘤专科医院对相关科

研创新的转化能力袁 以点带面袁辐
射区域内的市级尧县区级尧乡镇级

医疗机构袁实现癌症筛查与诊治的

标准化程序遥
四要加强癌症防治科技攻关遥

进一步改善肿瘤治疗效果还要依

赖更多的靶向药物尧免疫治疗等新

型治疗手段袁手术方式不断优化变

革与创新袁积极推进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的应用遥要在国家层面集成优

势人才和技术资源袁建立癌症防治

重大专项袁 以加速基础研究突破尧
新技术开发和新成果转化遥 大力

开展前瞻性尧多中心临床研究袁为
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和肿瘤特征的

肿瘤诊疗规范提供依据袁 通过与

国家其他疾病重大专项研究相结

合袁加速我国癌症基础研究和转化

应用的进展袁推动我国癌症防控事

业快速发展袁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

新贡献遥

专家简介

郝希山袁中国工程院院士尧
教授尧主任医师尧博士生导师遥
现任国家肿瘤医学研究中心主

任袁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袁天
津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袁 中国抗

癌协会第六届尧七届理事长遥 致

力肿瘤临床和科研 40 余年袁在
肿瘤外科尧 肿瘤免疫治疗以及

肿瘤流行病学等方面取得多项

创新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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