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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王莉的人，大多会觉
得她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
这是因为在涉及患者的问题上，
王莉“六亲不认”。但一上手术台，
王莉就像变了个人，“慢”了下来：
不急不躁、操作娴熟、有条不紊。

卵巢癌手术，国际上的要求
是最大限度地实施细胞灭减术，
要将盆、腹腔内的肿块尽量清除
干净，达到肉眼所见没有肿块。
这样一台手术短则3个小时，长则
5~6个小时。

“马拉松式的手术”连续完
成，没有休息，需要耐心，更需要
体力；考验医术，也考验医德。

比如，卵巢肿瘤Ⅰ期患者，如
果肿瘤光滑完整还没有扩散，主
刀医生能将卵巢上的肿瘤完整切
除，不破溃，治愈率就可能达90%
以上。如果手术动作粗暴，导致
瘤体破溃，癌细胞扩散，治愈率就
下降到70%左右。

王莉常告诫医生们：“肿瘤的
治疗，尤其手术治疗是个良心活，

对患者要倾尽全力，不留遗憾。”
王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很多在外院不能切除的肿
瘤患者和疑难的复发肿瘤患者，
在王莉不辞辛苦的耐心手术中重
获生的希望。

当问及当选第二届河南省医
学会妇科肿瘤分会主任委员后的
感想，王莉谦虚地说：“我愿做河
南妇科肿瘤科学诊治发展道路上
的铺路基石。”

线索提供 苏宁 王晓凡 白冰

尽我所能，让妇瘤患者看到阳光
——记第二届河南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主任委员王莉

核心提示 | 12月2日下午4时，王莉匆匆赶回办公室，一见
面就不断向记者表示歉意：“实在不好意思，临时有台手术。”这是
对于王莉的第一印象：时间追赶着她的脚步，和善、直爽常伴她的
左右。

王莉，河南省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省宫颈癌诊疗中心主任，
从事妇科肿瘤工作近30年，她以对专业的挚爱和满腔的热忱医
治每一位患者，用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得患者的尊重和热
爱，并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知名妇科肿瘤专家。不久前，她高
票当选第二届河南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卵巢癌在妇科肿瘤中恶性
程度最高，由于早期缺乏典型
症状，70%以上的患者就诊时
已是晚期：肿瘤与周围的器官
紧紧粘连在一起，几乎把盆腔
撑满，让医生无从下手。

面对困扰妇瘤科同仁的难
题，王莉没有退缩，而是像蚂蚁
啃骨头一样，把肿瘤一点一点
全部清理干净。

统计资料显示，卵巢癌规
范治疗后两年内有70%出现
复发，五年生存率仅有30%。
经过王莉精湛的手术及规范的
化疗后，很多患者肿瘤复发出
现在3年后，有患者长期生存
已超过10年。

在河南妇瘤学界，王莉最
早意识到肠管外科和泌尿外科
手术技巧对妇科肿瘤手术治疗
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妇瘤科医生，要
完成高质量的手术，不仅要精
通妇科知识，还必须具备扎实

的基本功。”王莉说，当女性盆
腔内的肿瘤细胞转移到肠管、
输尿管上时，如果妇瘤科医生
熟悉这些器官的解剖结构，就
能信心十足地清除干净所有的
肿瘤病灶，并能够最大限度地
保护这些器官少受损伤，减少
并发症。

早在1998年，王莉就专门
到医院普外科学习这两种技
术。为了观摩各类操作技巧，
她把科室工作做完以后，就守
在手术室里，学习普外科专家
的手术技巧。

2007年，王莉到澳大利亚
进修，国外同行在和她交流之
后，做了一个敬礼的手势，表示
对她专业功底的认可。

北京协和医院一位权威妇
瘤专家曾对一位河南患者说：

“到河南省肿瘤医院找王莉，她
的手术在我这里是‘免检’的，
回当地治疗吧，何必舍近求
远。”

12年前，一位妇科肿瘤患者
在省内外辗转7家医院，最后将生
命托付给了省肿瘤医院妇瘤科。

这位患者拉住在病房值班的
王莉，一脸愁苦地讲述就医经历。

两年来，她在多家医院经过7
位专家诊断。然而，7位专家竟有
7种说法！“王大夫，为什么每个专
家说的都不一样？我到底该相信
谁？你们是省级专科医院，你们
一定要给我做最正确的治疗。”

一连串追问，敲打着王莉的
心。她知道，问题的根源就是两
个字“规范”。当时，不仅在省内，
就是国内妇科肿瘤界，都没有科
学、统一的治疗原则和诊疗规范。

“治疗妇科肿瘤的方法有很
多种，如果治疗原则不统一，医生
就会根据各自的经验从事，治疗

手段和治疗方案就会千差万别。”
王莉说，这直接影响到方案的科
学性和诊疗效果，导致患者对医
生不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学科的发展。

面对患者的期待，王莉下定
决心，必须从制定规范入手，推动
医疗质量提升。

可当时诊疗规范在国内还是
空白。标准怎么定？规范哪里来？

没有标准，就要学习；要学，
就学最先进、最权威的标准。

当时，国际妇产科联盟（FI-
GO）和美国国家癌症网（NCCN）
的妇科肿瘤诊疗规范代表国际上
最权威的研究成果。王莉从上海
买到英文原版的《妇科肿瘤诊疗
规范》。国内没有现成译本，只能
自己翻译。有人说，把这样的大

部头搞懂，相当于读了一回博士。
“我给自己定下任务，每个月

读透一种病，就这样一点一点啃
完原版。”

科室同事经常见王莉下班了
还不回家，仍然在办公室里工作。

王莉把原版内容总结出来，
做成幻灯，讲给科室的医生们
听。然后，集体讨论、制定出适合
河南患者的临床诊治规范。

2003年，河南省第一部妇科
肿瘤诊疗指南在省肿瘤医院问
世，它成为科内所有医生遵循的
治疗规范，并受到国内同行的认
可和借鉴。

两年后的2005年，全国妇科
肿瘤诊治指南讨论稿出台，与“河
南标准”几乎吻合！

“蚂蚁啃骨头”是常事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雷厉风行的“慢”郎中

解读：跑步是很多人喜欢的运
动，不正常的跑步姿势尤其是弓背
向前倾的姿势会导致椎间盘受力明
显增加，加上跑步颠簸的脉冲式压
力，对椎间盘造成伤害的风险较大。

支招：尽量保持上身挺直，且跑
步频率放慢，穿气垫鞋，减少对椎间
盘的脉冲式压力。

脊柱健康加油站

看看最伤腰椎间盘的坏习惯
核心提示 | 腰椎间盘突出是一种老化性病变，也就是腰椎间盘的一种退化老化。然而，患有腰椎间
盘突出的年轻病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成为该病的“新宠”。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诊疗中
心主任周红刚就此提醒，凡是腰椎间盘压抑的因素都会致使腰椎间盘的负荷增大，造成腰椎间盘突
出提前发作，尤其是以下几个坏习惯更容易增加腰椎负担，需要当心。如果你有颈腰椎方面的问题，
可拨打电话0371-68690000咨询。

解读：跷二郎腿会导致坐
姿时骨盆倾斜，腰椎承受压力
不均，会造成腰肌劳损，同样也
会导致腰椎间盘受力不均，长

时间这个姿势是腰椎间盘突出
的危险因素。

支招：坐位时尽量不跷二郎
腿，骨盆摆正，使腰椎受力均匀。

解读：长期直立工作会致
腰肌紧张，腰椎长期受力增加，
腰椎间盘突出风险增加。如售
货员就是“腰突症”好发人群。

支招：工作时采用脚下踩

垫脚物，并双脚轮替，可以增加
腰椎前凸，同时缓解腰背部肌
肉紧张。如果长期站立后觉得
腰背部不适，要主动做一些腰
部伸展的动作。

1.跷二郎腿

2.长期站立工作

解读：“老妇人”式坐姿窝
在沙发或凳子上会导致腰椎前
凸减少，椎间盘压力增加，长时
间会导致腰椎间盘退变加重。

支招：坐着的时候保持上

身挺直，收腹，下肢并拢。如坐
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则应在上
述姿势的基础上尽量将腰背紧
贴椅背，这样腰骶部的肌肉不
会太疲劳。

3.“老妇人”坐姿

解读：平躺时，如果颈腰部
无支撑，会导致腰背部肌肉紧
张，这也是很多人睡沙发或软
床后觉得腰部难受的原因。

支招：尽量选择硬床垫，平
躺时膝盖下垫一软枕，以便髋
关节和膝关节微屈，腰背部肌
肉放松，椎间盘压力降低。

4.睡姿不良

解读：单手提重物会使身
体整体倾斜，椎间盘的受力双
向不均匀，肌肉紧张度也不一

样，对椎间盘的危害很大。
支招：尽量双手提等重物

品，保证躯干平衡、腰椎受力均匀。

5.单手提重物

解读：高跟鞋使人体重心过度
前移，必然造成骨盆前倾，脊柱弯曲
增大，腰椎受力集中，易造成椎间盘损
伤。

支招：尽量穿平底鞋，如果特殊
场合必须穿高跟鞋，尽量将重心放
在脚跟而不是前脚掌。

解读：高尔夫球挥杆、乒乓球拉
弧圈球都需要腰部发力带动手臂，
这样的常态性的扭腰运动对椎间盘
长期造成扭转和挤压，是椎间盘突
出的高危动作。

支招：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
尽量避免需要扭腰的运动，正常人
在运动中也要做好腰部保护和预
防。

6.跑步姿势不良

7.穿高跟鞋

8.需要扭腰的运动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鲁亚琨

性早熟、矮小、小儿肥
胖，这三大小儿常见内分泌
问题，不仅影响着孩子的生
理健康，还威胁着他们的心
理健康。近日，河南省第六
届小儿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
高级研修班在郑州市儿童医
院开班，来自省内外的专家

分别就上述问题以及儿童特
殊甲状腺疾病和经典型先天
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诊治
进行了探讨。

据郑州市儿童医院内分
泌遗传代谢科主任卫海燕介
绍，此次培训内容丰富，紧贴
临床实践，让来自省外及省
内医联体的200多位小儿内
分泌医师收获颇丰。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卜春梅

12月26日，郑州市妇幼
保健院国际月子中心，迎来
了第一批产后妈妈。同时，
一场特殊的新年音乐会也吸
引到省内38位医疗机构负责
人和200多名准爸妈。作为
中原首家具有医疗背景的专
业母婴产后健康护理机构，

月子中心依托郑州妇幼保健
院多学科专家及护理团队的
临床管理经验，组建了专业
的医护团队、母婴专属空间、
产后妈妈康复护理、新生儿
健康护理、早期智力开发、母
婴营养膳食调理、安全防御
服务、管家式高端服务、家属
亲情关怀及全方位安保服务
等十大体系保障母婴安全。

□宋皎

近日，上街区对医保定
点零售药店进行了专项检
查，此次实地检查的覆盖率
达100%。通过检查，不仅
规范了定点零售药店的服务
行为，大力提高药店员工的

服务意识，还有效地净化了
城镇居民和职工医保环境，
确保广大医保患者的根本利
益。同时以此次专项检查为
契机，使定点零售药店建立
长效的自我规范意识，保障
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和社保
基金的安全有效。

小儿内分泌医师在郑培训

上街区开展医保定点单位专项检查

首家专业产后护理机构喜迎“新”

□记者 林辉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乔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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