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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4月15日-21日是第
24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计委
举行的肿瘤防治宣传周大型活动上获悉，在重庆，平均
每小时约有10人被新诊断为癌症，恶性肿瘤发病率在
逐年上升。

40岁后发病率快速上升

据了解，我市从1999年起开展肿瘤发病监测工作，
目前，肿瘤监测已实现区县全覆盖。

“监测数据显示，重庆恶性肿瘤发病率在逐年上
升。”市肿瘤医院院长吴永忠说，在 2010年，我市恶
性肿瘤发病率为204.80/10万，到2017年，这一数字
已上升到 286.86/10 万，增长了约 40%。按照全市
3000 万人口计算，去年新诊癌症患者达 86058 人，
平均每小时约有10人被新诊断为癌症。

与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率（284.55/10万）比较，重庆和
全国水平差不多。其中，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率是女性的
1.51倍，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恶性肿瘤发病
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40岁后发病率呈快速上升。

肺癌是“第一杀手”

数据显示，在重庆，发病率前六位的恶性肿瘤依次
是肺癌、肝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胃癌和乳腺癌，占总发
病例数的68.57%。

就死亡率来说，去年恶性肿瘤死亡率为185.36/10万，

其中，男性 29306 例，死亡率为 246.85/10 万；女性
14308 例，死亡率为 122.74/10 万；报告死亡性别比
2.01：1，男性高于女性。死亡率居前六位的恶性肿瘤部
位依次为肺癌、肝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肛门癌、胰腺
癌，占总报告病例数的80.18%。

因此，肺癌是“第一杀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肺癌
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吴永忠说，肺癌跟吸烟有很大关
系。吸烟时间越长，量越大，患病的几率就越高。

吴永忠尤其提醒不吸烟的“家庭煮妇”们，要注意营
造清洁通风的厨房环境，减少高温煎炸这一不健康的烹调
方式，不要太迷信抽油烟机。目前大多数抽油烟机的效能
范围仅在油烟机下方45厘米，其余油烟散发的有毒油烟量
是一根香烟的上千倍，每天在这种环境中吸收的有毒油
烟，比在1小时内抽两包烟还多。

癌症应被看作慢性病

很多人认为癌症是绝症，意味着无药可救，其实大
部分癌症是人体细胞在外界因素长期作用下，基因损伤
和改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复杂渐
进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发展到癌细胞通常需要十几年到
几十年的时间。“所以癌症应被看作是一种慢性病，”吴
永忠说。

目前，人们可通过三级预防进行防控，一级预防是
病因预防，减少外界不良因素的损害；二级预防是早期
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三级预防是改善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时间。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
镇，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
青山，面朝一江碧水。苍松翠柏环
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着一座花岗
岩石雕砌成的塑像：一个青年工人
站得笔直，泰然自若，双手抱于胸
前，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
谦烈士。9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最高潮——京
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林祥谦血洒
大地，英勇就义。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的
一个贫农家庭。1906年，年仅14
岁的林祥谦进入马尾造船厂，成为
一名学徒。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
了钳工的技术。1912年，林祥谦进
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钳
工，1913年转到工务修配厂当铁路
工人。当时，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
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
政治和军事意义，铁路运营收入是
军阀吴佩孚军饷主要来源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
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宣传教育。在这段时间里，
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思想，受到
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命
道路。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江岸
工人俱乐部干部，并于1922年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京
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领
导铁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
进行坚决斗争。

1923年1月，党领导下的京汉
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
成立大会。当天，参加会议的工人
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警的重
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
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宣
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并决定自
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

2月4日，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
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
瘫痪，总工会对外发表宣言，并提出
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件。大罢
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
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
调集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残
酷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
的“二七惨案”。

2月7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
阀、湖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
捕，捆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
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他下令复
工。在屠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屈、
视死如归，断然拒绝复工，献出了年
仅31岁的生命。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听奶奶一
遍遍地说起，在那个雪花纷飞的寒

夜，刽子手的屠刀一刀刀地向爷爷
身上砍去。爷爷拼尽全力高喊‘头
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为革命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林祥谦的大孙子
林耀武告诉记者，“在我眼里，爷爷
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
党员，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革命
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就算
他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他也要
用鲜血唤醒更多的人民，所以爷爷
视死如归。”

1928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祥
谦烈士的妻子陈桂贞运送烈士棺木
回到家乡，草草掩埋在闽侯县枕峰
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
谦烈士的丰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
在烈士的家乡枕峰山西麓建造陵
园。1963年初，陵园完工并对外开
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岗
石砌筑的照壁式墓碑上镌刻着郭沫
若手书“二七烈士林祥谦之墓”。微
风呜咽，英雄沉睡在壮阔山河之
中。清明节已过，依然不时有群众前
来祭扫烈士墓，敬献上洁白的雏菊。

“有信仰，有正气，有纪律，克随
性，有爱心，乐助人。”如今，林祥谦
烈士的后人将他的精神浓缩成这样
一则家训，并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子
女，影响他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有自己
坚定的信仰。爷爷在那个年代，为
了信仰选择了英勇就义；生于和平
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正气、为祖国
建设添砖加瓦，让烈士的鲜血不白
流，让烈士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
林耀武说。
（据新华社福州4月15日电）

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新华社记者 陈弘毅

林祥谦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专家指出，以下8种生活习惯是导致癌症多
发的重要原因：

1.抽烟。抽烟者比不抽烟者患癌风险高7至11
倍。

2.每天活动少于30分钟。专家认为，久坐
的生活方式会增长患某些癌症的风险。

3.喝酒。只要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论啤酒、葡
萄酒还是烈酒，随着摄入量的增加，患口腔癌、咽癌
和喉癌的风险显著升高。

4.常饮含糖饮料。含糖饮料提供了热量，长
期饮用极易导致肥胖。而肥胖已变成导致癌症的

“祸首”。
5.蔬果摄入过少。生果和蔬菜能减少鼻咽

癌、喉癌、食道癌等的发生几率。每天应至少吃5
份（至少400克）不同类的蔬菜和生果，最好包含
红、绿、黄、紫等颜色。

6.红肉摄入过多。红肉含量过高的饮食能
导致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多发。每周摄入
量应少于500克，并且尽量少吃加工的肉类产品。

7.盐摄入超量。食盐和盐腌食品将增长胃
癌的产生率。每天盐的摄入总量应低于6克。

8.缺乏母乳喂养。母乳喂养能减少妈妈绝
经前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几率，并且还能预防儿童
超重，减少将来罹患癌症的风险。

8种生活习惯易致癌

据 新 华 社 利 马 4 月 14 日 电
（记者 裴剑容）美国副总统彭斯
1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说，美国政府
已经做好再次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准
备，并将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可能
采取的报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家
首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说，美法英
三国联合进行的对叙利亚的军事打

击取得了“极大成功”，打击了叙利
亚进行化武攻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
叙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采取
军事打击，彭斯说，“美国确信叙利
亚政府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他
说，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如果再次
使用化学武器，将为此付出“极大
代价”。

美副总统称已做好
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4月 15
日，梨园又添新喜事。京剧关派艺术名
家李晓玉受重庆市京剧团邀请，来渝开
山门收徒，青年演员扈金娜因此成为京
剧关派第三代传人。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原云南省京

剧院院长关肃霜创立的关派艺术具有明
快、稳健、高亢、奔放、自然、流畅等多种
风格，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后辈的传承。
李晓玉就是其亲传弟子之一，因表演的
神、形都酷似关肃霜先生，有“小关肃
霜”的美称。重庆市京剧团优秀青年演

员扈金娜仰慕关派艺术许久，与李晓玉
在几年前相识、结缘，最终促成这次的
拜师仪式。

京剧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前辈的手
口相传而传承至今，因此，每一次拜师
可谓梨园盛事。仪式上，在关肃霜的

女儿关晓霜等多位京剧、文化界名人
的见证下，扈金娜手捧献花走向师傅，
跪地恭敬地行了拜师大礼，给师傅献
上香茶。李晓玉也将有关关派艺术
和自己演出的视频资料一起赠送给
扈金娜，并寄语她：“好好学习，将原汁
原味的京剧关派艺术献给观众，传给
后辈。”

扈金娜表示将牢记师傅教诲，刻苦
学习，将京剧关派艺术好好传承下去。

京剧名家李晓玉来渝开山门收徒

本报讯 （记者 兰世
秋）4 月14日，《见证交通茶
馆——陈安健个人作品展》在
位于黄桷坪的坦克库·重庆当
代艺术中心和交通茶馆举
行。展览展出了著名艺术家
陈安健以交通茶馆为主题创
作的数十幅油画作品。

陈安健出生于1959年，
是地道的重庆人，毕业于四川
美院77级著名的油画“明星
班”。上世纪90年代末，陈安
健开始将黄桷坪正街的交通
茶馆茶客入画，到 2018 年，
《茶馆》系列已经进行了 20
年，从未中断，该系列创作也
多次在全国美展等重要展览
中参展和获奖。

《见证交通茶馆——陈安
健个人作品展》吸引了全国各
地70多家媒体来渝报道。老
茶客、“棒棒”、黄桷坪的街坊
等出现在陈安健作品中的人
物也来到现场观看展览。

2004年，交通茶馆经营状
况不好，业主单位想将其租给
别人开网吧，陈安健得知后，自
己出钱把茶馆承包下来。如
今，茶馆交给另外的人在经营，
他每个月大约拿出1700多元
钱支付茶馆的租金和维修费
用，而经营所得他一分钱也不
要：“我就是想给重庆留下这样
一个地地道道、有声有色的老
茶馆。”如今，曾经破旧不堪的
交通茶馆在陈安健作品的传播
下已经成了一个“网红”茶馆。
经常有新的茶客、年轻人来到
这里拍照、做直播。

展览将持续至5月7日，
免费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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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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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

重庆这6种癌症发病率最高
监测显示，肺癌、肝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胃癌和乳腺癌占全市癌症

总发病例数的68.57%，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

画家自掏腰包资助老茶馆留住美好记忆

他用20年把老茶馆画成了“网红”

陈安健画笔下的交通茶馆一景。 记者 兰世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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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琼她热情大方、勤劳能干、乐于助人，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向她一致看齐。”黔江区
杉岭乡尖山子村村民向家素说，张国琼是“女包
公”、“和事佬”，她说话在理，天大的事到她那里
都能办得妥妥贴贴的。

向家素口中的张国琼是一名党员。长期以
来，张国琼团结村民、乐于助人、勤俭持家、教养
儿女、带头发展致富产业，被杉岭乡党委、政府
评为“新乡贤”。她的“新乡贤”评价词中这样写
道：“长期以来，她坚持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支持各级政府工作，突出发展生猪、蚕
桑和特色产业，尊老爱幼，邻里和睦。”

向家素曾经是村里的“刺头儿”，看到别人
发展了心里就不平衡，平常有不顺心的事就往
村干部家里钻，找“刺儿”找麻烦……如今，村
里像向家素这样的“刺头儿”都佩服张国琼，喊
着、念着要向她看齐。村民们信任张国琼，源
于她耐心、体贴、细致、和气，满脸笑容，且说话
在理。

“请坐，请喝茶，吃午饭没得？没吃我马上
给你们做饭去……”客人们或村民们一踏进张
国琼家的院坝，她一脸笑容地迎了出来，很亲
切、很干练，也善于言谈。张国琼家一楼一底的
全木结构吊脚楼位于半山腰上，房前屋后整洁

干净，房子上方挂有“相思客栈”牌匾。屋内的
板壁上贴满了“优秀共产党员”、“蚕桑状元”、

“三好学生”、“五好家庭”等奖状，还贴有“老人
道”、“父母道”、“婆媳道”、“夫妻道”、“丈夫道”、

“妻子道”、“子女道”、“兄弟姐妹道”、“姑娘道”、
“朋友道”、“君臣道”、“师生道”“十二道家训”和
客栈价目表；卧室房门上方贴有“后河居”、“柏
王阁”等牌匾。

家风润万家。在当地，张国琼是村民眼中
公认的好媳妇、好母亲、好党员，丈夫吴龙华是
尖山子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华说，多年来，他在
村里任职，全靠妻子给予理解和支持，她默默承
担了家里的家务活和教育儿女、孝敬父母的责
任，创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张国琼对儿女的教
育非常严格，时常鼓励儿女，让孩子们获得自
信，健康成长。如今，女儿研究生毕业，儿子大
学本科毕业，都参加了工作。

“共产党员就要有共产党员的样儿，要起到
示范带动作用。”张国琼说。从1994年起，她家
开始规模养蚕，2001年起开始生猪规模养殖，

至2010年出栏生猪300余头，目前有桑园50
亩。在她的带领帮助下，村里部分农户搞起了
蚕桑产业，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去年，她又
借助杉岭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契机开起了生
态农庄。几年来，她随丈夫一起调解各类矛盾
上百起，有效地化解了矛盾，增进了邻里和谐。

“新乡贤”张国琼引领乡风建设、助推乡风
文明的“典型”事迹，只是黔江区在大力挖掘培
育乡贤引领乡风建设、助推乡风文明、促进乡村
和谐健康发展中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黔江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化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
建设工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以“创建文明黔江、涵养时代新风”为抓手，
落实“文明在行动黔江更洁净”活动和乡村振兴
文化兴盛行动。持续开展“道德模范”、“感动重
庆人物”、“身边好人”、“我们的乡贤我们评、评
出乡贤我们学”、“家风润万家”、“孝善立德”、

“好婆媳”、“好夫妻”、“好邻居”等活动，涌现出

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事迹和人物。
杉岭社区居民黄辉政被评为“新乡贤”。

2001年，黄辉政从南川化工厂下岗后回乡再创
业，开了一家药房，现为乡商会副会长、基层综
治网格员。他积极帮助孤寡老人和贫困户，带
领8家商户先后为14户建卡贫困户筹集产业发
展资金近5万元；勇当社区文明志愿者，积极参
与社区公益活动，主动承担起辖区内矛盾纠纷
排查、重点人员管控等工作；无偿为微企服务达
70余天。良好的医德和医技，热心肠的帮助，使
他成为黔江区首届“十佳文明市民”，赢得了乡
亲们的信赖，为履行好“新乡贤”职能奠定了良
好的群众基础，注入了新的活力。

“很高兴能给乡亲们办点事儿。我理解的
乡贤就是乡亲们的贴心人、文明乡风的引领
者。”黄辉政的语言很朴实。

太极乡“新乡贤”王仕均是一名退休干
部，虽然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他仍在基层
发光发热，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了党和人
民。

“他乐善好施，热爱公益事业，坚持不懈地
修桥补路；他古道热肠，哪家有困难或哪里有矛
盾，都能看到他熟悉的身影。”退休后，王仕均回
到老家新陆村3组居住。一直以来，他全力支持
村支两委工作，为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建言献策，
带领当地群众走上了产业发展之路。他自掏腰
包支持村民王万里开办生猪养殖场，改变了王
万里长期在外务工的状况；引导邬光君等人栽
桑养蚕，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如今，黔江区各乡镇街道加大了乡贤及乡
贤文化发掘、培育力度，发挥好乡贤在倡导文明
乡风、推动移风易俗、规范村规民约、助力乡村
振兴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乡贤引领、示范、带
动乡风建设的作用，助推乡风文明建设，促进了
乡村（社区）和谐健康发展。

2017 年 黔 江 群 众 安 全 感 指 数 达 到
98.67%。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培育和“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黔江民风淳朴，乡风文明。群众很热情，
一路上都有人在给我加油。”2017中国山地马
拉松系列赛重庆黔江站现场，来自贵州六盘水
的参赛选手文颖这样评价。

罗跃 刘茂娇

黔江 以“新乡贤”引领文明乡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