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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身体密码 降低疾病发病率
河南首届基因健康管理师培训班开班
□见习记者 韩谨伊
9 月 23 日，河南首届基因健康管理师培
训班在郑州开班,我省将出现一个全新的职
业——
“基因健康管理师”。他可以根据个体
或者家族健康情况,对患者进行遗传咨询、分
析、评估、健康指导和服务。未来，国内的医
生在给患者看病时,基因方面的准确数据将
会很大程度上辅助治疗。
“由于基因健康管理师并不简单等同于
遗传分析和遗传咨询师，因此，本次培训内容
除遗传分析、遗传咨询相关内容外，还涉及健
康思维、基因健康信息学及具体的一些基因
组导向下健康管理等内容，这是本次培训班
的主要特色。”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遗传与
产前诊断中心主任孔祥东说。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后基因组时代,已
经有 4500 种的遗传病出生缺陷和复杂疾病

等已可实现分子诊断或预警。在这之中有
60%的遗传病爆发时间是在出生之后少年时
期之前。所以说基因检测越早做越好，因为
基因是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越早检测越有
利于帮助自己建立健康档案，通过科学指导
提高个人人生的质量。我们就可以通过基因
检测解码身体的内因，以便有针对性、方向性
地改变生活习惯，内外结合避免重大疾病的
发生。
“如果家族中有人因某种疾病死亡，基因
管理师将可以帮助准确检测出后代是否有相
同基因，可以延缓 10~15 年的生命时间。基
因管理师可以准确判断出，患者的病到底是
哪个基因变异，是来自父亲还是母亲的基因
进行了突变，如果这是家族基因，也可以做出
是否隔代遗传，传男还是传女的准确判断。”
中关村华康基因研究院副院长魏谦说。

人工髋关节
“私人订制”

我省完成华中地区首例 3D 打印全髋关节置换术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邢永田
采集患者骨缺损部位的三维数据，然后
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个性化的“零件”，最后
把它置换到患者体内。3D 打印技术满足了
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了从“削骨适金”到
“私人订制”的突破。昨天，记者从河南省人
民医院获悉，该科专家采用 3D 金属打印技
术，
成功完成华中地区首例全髋关节置换术。
张先生来自长葛市，半年前出现髋部疼
痛，行动受限伴有感染，在当地医院进行“左
髋关节旷置术”抗感染治疗半年后病情没有
好转，坐卧时不能用力。辗转到河南省人民
医院后，郑稼主任检查后发现张先生的髋臼
扁平，髋臼底和后壁、臼顶都有大量的骨缺

损，前侧有大量骨赘形成。需要把原来植入
的骨水泥假体完整取出，还要精准填补骨缺
损部位，
才有可能使患者恢复行走能力。
患者的病情过于复杂，常规手术方案难
以解决问题。该院骨科主任郑稼和该科主任
医师金毅共同商讨决定使用一套 3D 金属打
印髋臼填充块，为患者订制属于他自己的一
套关节。
随后，根据患者 CT 扫描的数据，医生和
工程师们依据精准的髋臼模型就髋臼假体的
匹配和位置进行了反复商讨和修改，把骨骼
系统在计算机里重现，建立模型后，打印出来
置换到张先生的体内。
康复后，张先生便借助“私人订制”髋关
节重新站了起来。

我省苯丙酮尿症患儿可获补偿
□记者 林辉
昨天，记者从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新
农合关于苯丙酮尿症患儿补偿工作在该院正式
启动运行。此项目的启动对缓解苯丙酮尿症患
儿家庭经济状况，保障患儿健康生长发育有着
重要意义。
近日，河南省卫计委发布《关于增补农村居
民重大疾病定点救治医院的通知》，自 9 月 21 日
起，苯丙酮尿症纳入我省新农合农村居民门诊
重要疾病管理范围，并指定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为苯丙酮尿症定点救治医院。
苯丙酮尿症是一种危害儿童生长发育，可
导致儿童智力残疾的先天性、遗传性疾病。患
儿的治疗多以特殊食品饮食治疗为主，很多家
庭因病致穷，
使治疗半途而废。
据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崔丽
霞介绍，凡年龄≤6 岁的我省新农合苯丙酮尿
症患儿到该院门诊就诊，均可享受新农合农村
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待遇，并持续保障至≤
14 岁。新农合补偿与该病有关的门诊医药费
用，
每人每年度补偿上限为 1.4 万元。

长假期间，在此就医更方便
□记者 林辉 李晓敏
明天就是十一长假了，当很多
人利用假期旅游、休闲、放松之际，
也有一部分人宅在家里。可是突
然有个头疼脑热，或者犯了老病，
该怎么办？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庆
长假，省会郑州多家医院推出了具
体措施，用多种方式为大家假期就
诊提供服务。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即日起至 10 月 10 日，医院妇
科、围产医学中心、乳腺科、儿内
科、产后康复科、检验科、体检科、
口腔科、脑康科等科室不仅有专家
值班，部分检查和治疗还有不同程
度的费用减免。
●河南省中医院
医院在假期除正常应诊外，还
开展了不少利民活动：泌尿外科节

日期间免挂号费；疼痛科除了免挂
号费外，部分治疗项目优惠；肛肠
科所有检查费优惠；到骨病二科进
行超声脉冲电导治疗也有优惠。
●郑州人民医院
该院也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
措。比如省内 18～70 岁以内的居
民均可免费接受甲状腺疾病筛查，
在普外一病区做甲状腺微波消融
术 可 获 减 免 1000 元（截 至 10 月
17 日）；假期在皮肤科、口腔科、内
分泌科进行治疗或住院也能享受
到不同程度的优惠。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医院椎间盘治疗中心每天都
有颈腰椎病专家坐诊，利用各种微
创技术平台，使适合微创手术的颈
腰椎疾病患者达到和超过开放手
术效果。

国内首个丙肝临床医生调查
结果发布
□记者 魏浩
近日，由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牵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内地医
生对丙肝的筛查意识、院内丙肝患
者转诊意识还需提升。
该调查覆盖国内 18 个省市二
三 线 医 院 的 950 名 丙 肝 治 疗 医
生。结果显示医生对丙肝新疗法
认知尚未普及，也间接显示普通患
者对于丙肝疾病的认识还非常不
足。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
委员、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魏
来教授曾指出，近两年随着口服抗

丙肝病毒的小分子药物的出现，丙
肝治疗手段取得了革命性的变化，
治愈率也大大提高，未来有望通过
药物来彻底消除丙肝病毒。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丙型
肝炎隐匿性强，患者确诊时年龄较
大，部分已出现肝硬化，增加治疗
难度，降低治愈率。如能早期发现
丙肝，提早进行治疗，可使大量丙
肝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而做好
医院内的丙肝患者筛查和转诊路
径设计是发现和治疗丙肝患者的
一个重要途径，是提升丙肝治愈率
的首要前提。

《杏林草根谈》讲述草药治病的事
□记者 马丽
中秋节前夕，登封少林大酒
店医界仁人济济一堂，共同庆祝
《杏林草根谈》问世。
《杏林草根谈》是登封“一德
堂”六代世医王德康、临汝“泰和
堂”七代世医赵克让汲取名医王仁
寿《济世锦囊》、赵琛《贻谋燕翼》、
李础生《李氏家藏》、裴励斋《活人
验方辑要》之精华，挖掘民间土单
验方，结合从医多年的临床经验，
历经 35 年编撰而成。该书通过辨
病与辨证、药理与药性、家传与师

承相结合，立足“简便廉验”的为医
之道，详细阐述了内科、妇科等常
见病的诊治，提供了外科、皮肤科、
五官科疾病治疗的有效验方。
主编王德康先生说，该书不讲
医学源流、不叙各家学说，不引经
据典。淡化理论、详于治疗。简说
少见病，细说常见病。
“此书讲的就
是草药治病的事儿，成书的过程也
是寻找草根、咀嚼草根的过程，我
将品尝草根的味道说出来，顺其自
然名曰《杏林草根谈》了。”
该书汇集名家方略、浅显实
用，
一经推出便受到各界的推崇。

整形“大咖”聚郑畅谈如何
“变美”
□记者 林辉
9 月 29 日，国内著名面部精雕
专家李士成、韩国知名美鼻专家崔
东一、德国知名胸部整形专家海尔
穆特·布哈马等 100 多名中外知名
整形美容医师、学者齐聚郑州，就
整形美容领域进行了精彩热烈的

研讨，并见证了郑州美丽时光整形
美容医院院庆 6 周年的品牌升级。
众多国内外顶级专家就目前
临床医学美容不断进步所带来的
新技术、新产品和规范化操作等问
题进行了研讨，并针对眼、鼻、胸等
部位整形美容相关问题现场回答
了等待多时的咨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