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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硬件投入必须过硬，软
实力的构建就要靠人才。在中
心的“深度体检”现场，提供体检
服务的都是相关科室的主任或
主任医师，全是实打实的临床一
线专家。

普通体检仅仅是一个“检”
的环节，没有后续的健康跟进，
以及体检报告解读和健康指导，
而中心推出的“深度体检”则是

“检+诊+养”的全程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更重要的是在疾

病发生前找到高危因素，并及时
干预，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于远东告诉记者，“深度体检”结
束后，中心会为每位体检者建立
专属的健康档案，由专家通过严
格的体格检查，结合其他结果进
行综合评估，出具科学权威并具
有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同
时，专家团队还会从专业的角度
对体检报告提供详细的解读和
持续的跟进服务，体检者再也不
用为看不懂体检数据而烦恼了。

中心还实现了体检者、中
心、医院的健康互联，建立了国
内乃至国际医疗机构的会诊平
台和转诊通道，真正让深度体检
客户达到“检出高危因素及时干
预、发现早期疾病及时治疗”的
健康保障。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慧

五岁的皓皓（化名）半个月
前感冒了，身体稍好，遇到下大
雪，就在室外玩雪。没想到，次
日早晨皓皓脸部出现了异样：
一边脸歪，一侧鼻孔还有些上
翘。到医院检查，竟是面瘫。

据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针灸科主任赵俐黎介绍，
入冬后，科室陆续收治了一些
面瘫患儿。“这个病的原因，与
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抵抗力
下降，另一个是受风或者病毒

感染。”赵俐黎解释，冬季天干
地寒，人体的抵抗力自然下降，
加上室内过暖，家长又给孩子
层层包裹，小儿更易出汗，卫气
虚弱，而且现在小儿娇嫩，往往
反复感冒，常用抗生素，更加损
伤小儿的免疫力，不慎吹风或者
遇到病毒感染，就会出现面瘫。

赵俐黎说，小儿是稚阴稚
阳之体，冬季可多饮润肺消食
茶提高免疫力：红梨2个切片、
神曲3克、百合10克、胖大海2
个泡茶，每天多次饮服。如果
孩子便秘，胖大海可以加量。

其次，如果出现感冒症状，
如咳嗽、流涕，以及中耳炎等，
要及时处理。预防感冒，是预
防小儿面瘫的重要一步。

赵俐黎提醒，小儿面瘫前
期，往往有一些表现，比如突然
出现情绪波动、烦躁、哭闹，个
别小儿会用手抚摸或拍打耳后
根、脖子、一侧头部等，家长一
定要重视，注意观察患儿的五
官。发现问题，家长一定到专
业的针灸理疗科就诊，一般经
过专业及时的治疗，小儿面瘫
多数可以痊愈。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振雷

刚确诊胃癌，又被告知还患
直肠癌，年近70岁的张大爷真
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么倒
霉。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肚子
上开了7个小洞，就能一次性把
两种要命的癌症切除干净。

因上腹部不适，张大爷在当

地医院做胃镜诊断为胃癌，随后
来到河南省肿瘤医院，找到了普
外科副主任医师袁龙。入院检
查后发现，张大爷竟是双源胃癌
合并直肠癌。

按照传统术式，需要开一个
从剑突到耻骨联合长约50厘米
的切口，也就是将腹盆腔完全切
开才能同时把位于上腹部的胃

和位于盆腔的直肠同时切除。
而袁龙及其团队经过精心准备，
历时6个小时完成了国内首例
腹部免切口完全腹腔镜根治全
胃切除联合直肠癌Miles 术。
目前，张大爷已康复出院。

据悉，胃肠道腹腔镜手术已
成为胃癌和直肠癌的标准术式
之一，它的放大作用可以更清晰

地分辨血管、神经、淋巴结等结
构，术后创伤较小、恢复快。单
纯腹腔镜辅助下直肠癌根治术
在国内三甲医院已广泛开展，但
完全腹腔镜下根治全胃切除术
仅在少数国家级医院有开展。
而将完全腹腔镜下根治全胃切
除联合腹腔下Miles术同时手术
并腹部无切口，难度可想而知。

□罗天帮

很多肿瘤患者术后不知道
该吃些什么，以为术后身体虚
弱是该补补了。其实不然。

作为肿瘤术后患者，最重
要的是改变原来的生活模式，
把不健康的习惯彻底改过来，
尤其是饮食习惯！

坚持素食（碱性食物），病
从口入，鸡鸭鹅肉（中医认为肉
生湿，西医说肉食是酸性物质，
帮助肿瘤生长）尽量不要再吃，
减少废物在体内积聚，多吃素
菜加强肠道蠕动、排毒。如果
饮食蛋白质太低，特想吃肉，推
荐江苏名医黄煌教授的肿瘤患
者食疗方：猪蹄或蹄筋炖黄豆，
猪蹄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和
大量硒元素，素有“抗癌之王”
的美称，能明显抑制肿瘤扩展，
还可以提供人体必需的蛋白
质。

坚持喝粥，最好吃由五谷
杂粮调配的粥，经久煮后更易
吸收，可保证提供人体必须的
均衡的营养，又可以润通肠道，
粥含水分多可以利小便，热粥
喝过后人会微微出汗，所以加
强了人体出汗及大小便三大排
毒系统。河南名老中医张磊教
授在治疗肿瘤方面有独到认
识，提倡涤浊法。在千金苇茎
汤（苇茎、冬瓜子、生薏米、桃
仁）的基础上加减用以排除体
内废物，此方重点是生薏米具
有很强的祛湿解毒抗肿瘤作
用。推荐一款名为全家福的
粥，取薏米（一定要选药用小薏
米）、红豆、茯苓利湿解毒，排除
体内废物，排湿久服易伤肾气，
加入芡实、黄精、山药培补肾
气，一泻一补使脏腑机能趋于
平衡。同时用山药、糙米、饭豆
养胃健脾，做好身体后勤保障，
南瓜子配薏米的寓意是取自
《千金要方》的千金苇茎汤，有
排肺肠之毒的作用，同时南瓜
子还有杀灭肠道寄生虫的作
用。全家福粥配比合理，亦可
保健防病，老少皆宜，久服能达
到有效排除体内毒素，平衡机
体。儿童喝米油有健脾胃，促
生长，预防感冒的作用，成人喝
粥可以排毒强体，防癌、增强免
疫力。一锅粥，保全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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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传统模式 打造专场式“深度体检”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秦海燕

核心提示 | 一直以来，“累并快乐着”似乎是精英人群追求的最高目标，不少人身体长
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尽管定期体检是消除疾病的必要手段之一，但精英人群的时间常常都
是“挤出来”的，排队体检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件“麻烦”事儿。

针对有特殊需求的人群，河南省直三院东区健康管理中心颠覆传统体检模式，利用先
进的设备和医疗资源，推出全省独一无二的专场式“深度体检”新模式，让体检者在舒适的
状态下接受最为专业的专家级“一对一”体检服务。同时，“私人医生”专家组在检后及时定
制“预防+诊疗+养护”健康管理方案，进行定期动态健康跟踪。

上周六早晨，记者来到河
南省直三院东区健康管理中心
专场式“深度体检”现场，立刻
有种置身“家”的感觉：在这里，
舒适的家居服和拖鞋成为每位
深度体检者的必备“装备”。

经历过体检的人都知道在
做彩超、心电图、胸片等检查
时，都需要暴露身体，尤其是冬
天穿得较厚时很麻烦。心细的
河南省直三院东区健康管理中
心想到了这一点，专门为体检
者提供全新的家居服和拖鞋。

记者注意到，与常规体检
不同的是，深度体检服务体现
了绝对的私密性，除无法移动
的检查设备，其余检查项目均

在房间内完成，既保护体检者
的隐私，又免去排队奔波之
苦。同时，每位体检者都有专
业护士全程陪同，随身帮助保
管手机，便于体检者随时处理
事务。

何谓专场式？河南省直三
院东区健康管理中心于远东主
任告诉记者，所谓专场，就是每
周六上午整个中心全场封闭，
只接待深度体检者。

彩超室、人体成分分析室、
心电图……除了这些大家熟悉
的检查外，记者还看到一间“健
康管理室”。

于远东告诉记者，深度体
检前，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会根

据体检者的年龄、性别、家族
史、生活习惯、工作职业等影响
健康的相关因素，综合分析这
些因素可能导致哪些方面的健
康问题，再针对容易发生的健
康问题制定专属的体检套餐，
选择重点的、有针对性的体检
项目进行筛查，发挥体检的最
大价值。

在很多人的认识里，健康
体检就是传统生理体检。但
是，在河南省直三院东区健康
管理中心的“深度体检”中，还
包括心理体检、中医体检和运
动医学评估检查，补充了传统
体检机构中的缺憾，让体检者
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256排螺旋CT、3.0T核磁
共振、乳腺钼靶、糖尿病预警系
统、数字胃肠镜、高端彩超诊断
仪、经颅多普勒、肿瘤基因检查
……作为高端专业的体检机
构，河南省直三院东区健康管
理中心将众多先进的医疗体检
设备配置到位，全面提供了各
项健康体检的优质医疗资源，
打造了完整的体检系统。

在人体成分分析室，受检
者只需站立短短一分钟，身体
脂肪分析、人体水分含量比例、
人体肌肉含量比例等数据都会
显示出来。于远东说，成分分
析得出的就是一个相对更客观
的综合得分，指导体检者如何
进行科学锻炼和合理膳食。

幽门螺旋杆菌是造成消化
不良、胃炎、消化道溃疡、胃癌
等胃部疾病的“罪魁祸首”。中
心采用的碳14幽门螺旋杆菌
检测仪器，通过检测患者呼出
的气体就可以准确诊断出是否
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如果没有先进、全面的影
像学检查，是很难直观地对人
体重要器官的健康状况做出准
确评估的。”于远东说，以胸片
为例，落后的设备就像老式相
机，而中心使用的数字成像X
射线摄影系统，就像高端单反
相机，同样是拍胸片，清晰程度
不可同日而语，更直接影响到
医师的诊断。而对于长期抽烟
或吸入油烟等肺癌高危人群，

定期进行低剂量螺旋 CT 检
查，则能大大提高检出率。

对于体检机构来说，生化
指标检测的重要性不亚于超
声、影像学检查。中心拥有独
立的医学检验中心，配备有国
内领先水平的实验室自动化生
化免疫分析系统，保证了检验
结果稳定、报告准确及时，完整
地将每一个体检者的健康状况
呈现在其眼前。

医疗品质是医疗机构的生
命，而医疗品质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医疗设备的配置，深知
这一点的河南省直三院为此做
出了最大的投入。这些高精尖
设备的采用，使得中心的健康
管理在源头上多了一层保障。

专场服务人性化，项目深而广

体检硬件高大上，检测更精准

专家服务个性化，
管理更全面

感冒后 五岁娃一夜之间脸歪了

开7个小洞 胃癌直肠癌都“拿下”

肿瘤患者
术后注意饮食

慢病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