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心病患者如果去浴室洗
澡，应尽量有家人陪同，并随身
携带急救药品如硝酸甘油、消心
痛或速效救心丸等，以备急用。”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三病区主
任王瑞敏提醒，一旦出现胸闷、
气短、心前区疼痛等不适症状
时，应立即离开浴室，到更衣室

躺下，保持心情平静，并取出急
救药品，如取硝酸甘油舌下含
服。同时与浴室工作人员联系，
说明情况，请帮助安排较为通风
的床位躺下休息，注意保暖。

王瑞敏说，症状得到缓解或
消失，经过较充分的休息后，离
家近者可慢步步行回家，到家后

继续休息、服药；离家较远者，应
想办法通知家人前来护送回家。

王瑞敏强调，如果在洗澡时
发病比较严重，使用急救药物不
能缓解，应该立即请浴室工作人
员与家人和医院联系，尽快采取
措施进行必要的抢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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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更加方便、诊治更加精
确、治疗方案个体化，这些是河
南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MDT
模式推行以来，患者可以直接感
受到的改变，在患者看不到的地
方，更加深层次的改变也因
MDT而发生。

李印说，在MDT讨论的过
程中，每一位参与的医生可以打
破专业局限，接触到不同领域的
医学知识，同时带动整个团队、

各个学科的提高，医院整体医疗
水平同样得到了提高。

作为河南省的专科肿瘤医
院、河南省食管癌诊疗中心、河
南省肺癌诊疗中心所在地，河南
省肿瘤医院没有把眼光局限在
本院，而是放眼全省乃至全国。

“MDT配备的视频会议
系统具有带宽要求低、传输质
量高、建设成本极低等优点，
只需一台连接外网的电脑，安

装客户端软件后，即可坐在办
公室参加视频会议。”李印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省内外已有
30余家国家级、省市级医院加
入河南省肿瘤医院的胸部肿瘤
MDT，“我们的计划是，明年
把全省160多家医院都纳入这
个网络，让更多胸部肿瘤患者
受益。”

线索提供 王晓凡 白冰

最近几年，每到冬季，王
女士的双手只要稍微受冻，
手指就会立刻变白发紫，出
现麻木刺痛感。暖和后，症
状会随之消失。

刚开始王女士以为自己
患了皮肤病，涂些药膏并没
有起色，一受冷手指还是会
变色，有麻木疼痛感。而且
随着病程加长，手指越来越
敏感。

辗转多个医院科室就诊
后，王女士来到郑州人民医
院风湿免疫科，接诊的风湿
免疫科主任史丽璞告诉她，
这是典型的雷诺现象，秋冬
季外界气温低时节是高发
期。

据史丽璞介绍，王女士
患的是雷诺氏综合征，也叫

“雷诺病”，多发在女性身上，
典型的雷诺现象指一个或几
个手指或脚趾遇冷或情绪紧
张后，颜色发白、变紫，保暖
后转为红润，发作时伴有局
部麻木或刺痛感。”

目前，雷诺氏综合征发
病原因还不很明确，不过发
病与寒冷刺激、情绪波动、精
神紧张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等
有关，受寒冷刺激是最主要
的诱因。继发的雷诺氏综合
征常见于风湿免疫病，如系
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
炎、硬皮病、皮肌炎/肌炎、干
燥综合征等。

“保暖很重要。”史丽璞
强调，冬季外出时一定要注
意御寒，戴上手套、帽子，保
持全身及四肢的暖和。同时
应增强运动，提高耐寒和抗
病能力。

要控制风湿免疫病最关
键的是从源头治疗，防止内
脏损害。患有雷诺氏综合征
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细心
保护手指，免受刺伤、切伤或
挫伤，因为轻微损伤容易引
起指尖溃疡；对有吸烟嗜好
者，应戒烟，以避免尼古丁对
血管收缩产生刺激作用。此
外，保持心情舒畅也是一项
重要的预防措施。

史丽璞提醒，出现手指
或脚趾麻木刺痛，皮肤遇冷
苍白发紫，就应该提高警惕，
到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专科
检查治疗。

河南省肿瘤医院多学科联手对抗胸部“肿瘤君”——

患者只挂一个号 诸多“大咖”来会诊
核心提示 | 如今，治疗肿瘤的方法越来越多，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看法，而患者和家属就更加不知所措。在河南省肿瘤医

院，胸部肿瘤（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等）患者则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担忧。从去年11月起，该院胸外科借鉴国外先进理念，整
合医疗资源，在不打破医院现有科室设置的情况下，开展胸部肿瘤治疗多学科会诊模式（简称MDT），患者只要挂一个门诊号，
就能接受相关的多个学科专家的会诊，对各种治疗方法进行评估，共同给出一个对患者来说最适合的治疗方案，一场全新的就
医模式的摸索就此在我省展开。

11月24日，郑州2015年
入冬第一场雪，雪后初霁，积
雪厚，路难行，很多人上班迟
到。然而，当天早晨7时整，
河南省肿瘤医院10号楼9层
的多学科会诊室却人头攒动。

宽敞的会诊室内，河南省
肿瘤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
李印，放疗中心主任王建华，
肿瘤内科副主任、省肺癌诊疗
中心主任马智勇，以及放射介
入、病理、核医学等相关领域
的大咖、医生围坐在一起，他
们的焦点在一位61岁的女患
者身上。

据患者家属介绍，患者发
现双肺结节4年余，确诊右肺
腺癌1年余，去年1月口服某
分子靶向药物至今。

在患者家属讲述的过程
中，不时有医生提出问题，获
取被遗漏的信息。

了解大致情况后，每位专
家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进行探
讨，最后做出了诊断：考虑多
原发肺腺癌靶向治疗后，右肺
下叶后基底段病灶进展，建议
进行局部治疗，采取手术、射
频消融或SBRT等方法均可。

看到这么多专家讨论病
情，患者非常感动。以往到医
院看病，往往要跑多个科室，
耗时又费力，胸部肿瘤多学科
门诊既方便实惠，又让人放
心。

这就是一个胸部肿瘤多
学科门诊会诊的现场，患者只
需挂一个门诊号，就能接受相
关的多个学科医生的诊疗。

在国外，MDT这种模式早
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主流趋势。

“英国相关法律甚至规定，
某些恶性肿瘤疾病的治疗，必须
具有MDT的临床决策。”李印
介绍，如果没有经过这一程序，
接诊的医院和医生要受到法律
制裁。可见，MDT是促进肿瘤
治疗规范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相对于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单一学科的肿瘤治疗模
式要优越得多。”李印说，国外的
医院科室都是以病种来划分，但
我们国内没有，所以各专业的专
家往往只顾自己专业，并不能很
好地与其他专业协作，而疾病特

别是肿瘤的诊断需要各专业人
员参与，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好、
更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以往患者到河南省肿瘤医
院看胸部肿瘤，有可能被分到胸
外科、放疗科等不同科室，每一
个科室采取的治疗手段都不一
样 。 现 在 ，通 过 胸 部 肿 瘤
MDT，不同科室的医生针对病
情讨论分析，能为患者制订出最
适合的治疗方案，提供合理优化
的服务。患者在得到最规范诊
疗的同时，免受奔波之苦。

传统门诊的医生大多忙于
看常见病，省肿瘤医院的胸部肿
瘤MDT是在不打破医院现有

科室设置的情况下开展的。
MDT的患者不断增多时，如何
保障足够的医生参与会诊？

“我们这个专家库里，各专
业的专家都有2名以上，能够轮
流参加，保障他们有时间参与。”
李印告诉记者。

从2014年11月起，每周二
早上七点，河南省肿瘤医院胸部
肿瘤MDT都会准时举行，风雨
无阻，而每次参与讨论的专家和
医生都不少于70人。

一年多来，该院已进行胸部
肿瘤MDT相关病例讨论 178
例，绝大部分疑难及重症患者经
MDT后病情好转或治愈。

众大咖
问诊1名患者

综合治疗≠简单组合

哪些胸部肿瘤患者能申请
做MDT呢？李印说，目前，选
择MDT的多是治疗效果不好
或治疗建议不统一、无法明确诊
断或对症治疗的疑难杂症患者，
中晚期或进展期疾病较为复杂
的胸部肿瘤患者。

但是，李印强调，并非只有
疑难杂症或病情复杂的胸部肿
瘤患者才能申请做MDT。

“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
其诊断与治疗涉及多个学科，患
者往往需反复就诊，重复等待。”
李印说，从肿瘤治疗的规范性来
说，任何肿瘤患者在首诊时最好
都经过MDT，让不同专科的专
家对患者疾病集中进行系统分
析，共同确定最佳治疗方案，缩
短就诊时间，最终提高患者的就
医质量。

有需要的胸部肿瘤患者该
如何参加呢？据介绍，患者可以
到医院门诊咨询并申请参加。
讨论组负责医生接到申请后，对
患者的病情进行了解，并搜集齐
所有资料，包括病理、影像学检
查等，到时逐一拿出来讨论。同
时，会诊时，家属允许参加，让家
属也能听得明白，选得放心。

只要患者需要都可申请

MDT有望扩展至全省县市

冠心病患者 寒冬泡澡谨防意外

核心提示 | 在寒冷
的冬季，去澡堂泡澡或泡
个温泉既能暖身又能放
松身心。但是，中老年人
如果患有冠心病，在泡澡
时就得留神了，否则不但
会导致病情加重，有的人
甚至危及性命。

“每年都有因泡温泉、洗桑
拿引起不适、晕倒，甚至休克的
患者前来就诊，其中以患冠心病
的中老年人为主。”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冯东兴解
释说，天气寒冷的情况下，人的
血管本来就容易收缩，突然进入
高温环境很容易血管扩张，导致
血液大量流向体表，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心脏却呈缺血状态。

再加上洗澡间环境封闭，缺氧也
加剧了心脏负担。这些原因综
合作用下，很容易诱发心梗。

冯东兴提醒，冠心病患者首
先要避免在劳累和情绪波动的
情况下洗澡，心情保持平和。洗
澡前可以喝一定量的温开水，以
避免洗澡时皮肤初接触热水所
引起的心情紧张。

“不要在水温较高而又充满

热水汽的大池中浸泡，也不要到
人群过于集中的地方，以减少过
热的水、过多的人对自己的刺
激。”冯东兴说，可找一处人较少
的淋浴喷头或水温较适中的水
池进行沐浴，水温不要调得太
高，一般控制在 40℃左右为
宜。洗浴时间也不要太长。

泡澡水温过高易诱发心梗

身体不适尽快离开浴室

手指遇冷变色？
警惕“雷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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