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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3月27日肿瘤放
射治疗学术会议的召开，小
儿实体瘤患者迎来了利好
消息：美国生物学博士林琦
（现任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
大学医学中心(UNMC)放
射肿瘤学教授，消化系统肿
瘤及儿科肿瘤放射治疗专
家，中美放射肿瘤协会
(SANTRO) 执行领导成员
之一）受聘于郑州市三院，
成为放射肿瘤专业学术顾
问，这使得小儿实体瘤的治
疗可以直接对接美国最先
进的方案和技术。

郑州市三院小儿血液
科副主任王娴静说，在小儿
实体瘤的诊断治疗方面，美
国远远领先国内，尤其是小
儿放疗，国内大部分医疗机
构根本没有涉足。

在我国肿瘤治疗领域，
普遍存在各学科各自为政
的乱象，患者无法得到一体
化的规范诊疗。

作为河南大学附属郑
州市肿瘤医院，郑州市三院
既有肿瘤专科优势，又有综
合基础医学专科背景，整合
优势资源，采取多学科会
诊，根据患者基本情况，肿
瘤病理分型、分期，分子生
物特征，推行“单病种多学

科”诊疗模式，合理选择手
术、放疗、化疗、生物靶向治
疗等方式，综合运用现代理
念和技术，提高临床疗效，
最大限度提高病人治愈率，
改善生活质量。

由于对小儿麻醉、精准
定位等技术层面要求较高，
小儿放疗在国内刚刚起步，
在省内更是一片空白。在
特邀专家、美国内布拉斯加
州立医学中心肿瘤放疗学
教授林琦的悉心指导下，郑
州市三院已经开始了在小
儿放疗领域的探索。

不久前，一名7岁的前
列腺横纹肌肉瘤复发患者
小未，来到郑州市三院求
医。“这个孩子之前做了6
个月的化疗，来医院时，复
发的肿瘤直径已经达到了7
厘米。”肿瘤多学科会诊后，
王娴静与林琦教授进行了
远程讨论。针对小未的治
疗，林琦教授给出了详尽的
指导方案，王娴静按照方案
对小未进行了规划的治疗，
在三个疗程的化疗之后，肿
瘤缩小到1厘米。随后，孩
子又转到放疗科进行了4
周的放疗，目前，肿瘤已经
完全消失，再进行后期的巩
固治疗后，孩子即可出院。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在缺牙
后优先选择种植修复，不过并非
所有的牙拿来就能种。”唯美口
腔韩国种植牙专家郑淳奎解释，
不同年龄、不同原因、不同体质以
及不同颌骨结构的缺牙患者都存
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对种植牙适

应性也不同。这种细分使患者受
益匪浅。“一位30岁年轻的缺牙
患者和70多岁的缺牙老人，选择
种植方案肯定是不同的。”郑博士
说，“年轻人牙槽骨很密，而老年
人的牙槽骨较薄、骨质疏松，因此
种植牙因人而种很重要。”

最新设备+技术，让患者治疗与欧美同步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医学发展侧记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文图

核心提示 | 3月27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医
学中心放射肿瘤学教授林琦出席郑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下称郑州市三院）主办的医学继续教育项目、郑州
市抗癌协会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学术会议，并受聘为郑州市三院放射肿瘤专业学
术顾问。而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该院与河南大学
“联姻”，成为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市肿瘤医院。今年3
月，“高大上”的国际先进放疗设备——美国瓦里安
23-EX直线加速器在该院正式投入使用……郑州市
三院肿瘤医学进入发展“快车道”。

放疗是肿瘤治疗领域一种无
形的利器，它定向攻击，目标精
准，在逐步消弭癌细胞的同时，不
伤害正常组织。

郑州市三院放疗科主任王刚
说，在国际医学界，放疗的地位举
足轻重，45%的恶性肿瘤是可以
根治的，这其中，外科手术治疗占

22%，放疗占18%，化疗占5%。
近年来，放疗的技术进展越

来越快，直线加速器也不断更新
换代，定位和治疗都更加精准，在
提高疗效的同时，降低了毒副作
用，多数早期和部分局部晚期肿
瘤患者可以通过放疗以及放疗为
基础的综合治疗而达到临床治

愈。
即使是肿瘤晚期患者，放疗

也可以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甚至延长生存期。

在部分肿瘤比如早期肺癌的
治疗方面，放疗甚至呈现出逐步
取代手术的趋势，患者的五年生
存率与手术相当，甚至超过手术。

郑州市三院放疗科成立于
1968年，是郑州市重点学科，在
我省最早开展肿瘤放射治疗的医
疗单位之一。

作为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市肿
瘤医院，医院十分重视肿瘤专科
发展，近年来，放疗科逐步淘汰了
陈旧设备，2000多万引进了国际
先进水平的电子直线加速器肿瘤
放射治疗设备——美国瓦里安
23-EX直线加速器。

这个重达 8 吨的“庞然大
物”，在杀灭癌细胞方面却“剑走
轻灵”：又精又准、又快又狠。只

要设计好放疗计划，就可实现精
确定点打击目标，歼灭癌细胞又
不伤及无辜。

在郑州市三院，操控放疗的
指挥官还是“双枪手”，左手是放
疗医师，决定病人的哪些部位需
要放疗以及剂量大小，右手是物
理师，按照医生的要求为患者设
计放疗计划以及保证放疗质量。

而美国瓦里安23-EX直线
加速器具有双挡X和多挡能量的
电子线，保证各种不同深度的肿
瘤治疗剂量需要，可从三维方向
上随肿瘤不同形状变化，使治疗

更精准；具有三维调强治疗计划
系统，能有效控制肿瘤的局部控
制率，误差小于2mm，减少正常
组织的损伤，在放射治疗单次剂
量、总剂量足够的情况下，可在减
少放疗副反应的同时，更有效地
杀灭癌细胞，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此外，该设备机架可实现
360度范围内多弧旋转，将治疗
时间缩短至2~3分钟，针对放疗
科优势病种脑胶质瘤、鼻咽癌、口
腔癌、喉癌等头颈部肿瘤，以及肺
癌、食管癌、乳腺癌、肝癌、结直肠
癌、宫颈癌等都有明显疗效。

毒副作用降低，放射线治疗“打击”肿瘤优势明显

引入国际先进“武器”，“精准快狠”杀灭癌细胞

勇于挑战积极探索，
对接美国专家引进前沿治疗技术

同是种植牙，为啥差别那么大？
选对专家，找对医院，种牙仅需3680元！预约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为让河南缺牙者更好地了解种植牙及正确选择种植牙，上周中韩国际唯美口腔联合
大河报开通了首条韩国专家种牙热线，由韩国知名种植牙专家郑淳奎博士在线答疑火爆郑州，拨
打0371-65795698不仅能预约专家，还能享受3680元特价种植牙，德国ICX种植体3送1（活
动3月31日结束）。专家发现，由于对种植牙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不少缺牙者因“盲种”导致的
种植牙质量和健康问题也非常突出。那么，选择种植牙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月29日，韩国专家
郑淳奎博士继续为河南
缺牙人群会诊，限额预约
中，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
在3月为读者送出的多重
优惠也将在 31日结束。
现在拨打大河健康热线
0371-65795698 还可享
受以下优惠，

1.牙齿美白：洁牙、牙
齿美白两人同行一人免单；

2.牙齿种植：韩国种
植体3680元起；

3.牙齿矫正：全部矫
正7.5折。

唯美口腔在引进技术时发
现，由于本省人群骨质较为疏松、
牙骨易吸收、牙床较薄，所以种植
牙更要求个性化，以国际技术著
称的唯美口腔，集数百名专家、历
经多年不断的科学研究，引进韩
国精细口腔种植技术的优质和严
谨，又因地制宜根据本地人的颌
骨特点、饮食习惯等改造技术，根

据缺牙患者的不同年龄、不同体
质条件推出个性化、科学化、人性
化的技术，为不同缺牙者量身种
牙。可以根据缺牙者牙槽骨的厚
薄、长短、密度不同，采取不同的
种植体和种植方式，并融入微创、
无痛、即拔即种、即刻负重等高新
科技，当天种牙当天就能饮食。

种牙讲究匹配度 不是拿来就能种

□记者 李彬

缺牙者骨质不尽相同 种牙更要个性化

韩国专家会诊火热
优惠最后3天

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综
合分析了21项研究的数据，了解
30.7万余人的午睡习惯、日间疲
惫程度以及代谢综合征、Ⅱ型糖
尿病和肥胖症的医疗史，结果发
现，午睡时长少于40分钟，代谢
综合征风险未见任何增长；而一

旦午睡时长超过40分钟，这一风
险显著增加；午睡90分钟，出现
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增加50%，效
果如同日间过度疲惫。代谢综合
征的临床表现为腹部肥胖、高血
压、高胆固醇、高血糖等，这些都
会增加心脏病风险。

午睡宜小憩
过时易“伤心”
□黄敏

□记者 林辉

“二孩热潮”来袭，“70
后、80后”夫妇扎堆医院咨
询，年龄不小了，还能生个
健康聪明宝宝吗？

中华中医药学会生殖
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
中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中
心主任孙自学说，生二孩并
非一蹴而就，需要夫妻双方
细心、耐心以及严谨，做好
孕前准备。同时，孕前通过
中医的调养，改善体质，预
防可能出现的孕期综合征，
可为生育健康聪明宝宝打
下坚实的基础。也可在医
生指导下，试试食疗助孕。

1.杞子百合莲子粥 枸
杞子30克，百合20克，莲子
（去心）20 克，生薏苡仁 30
克，小米、水适量；每日早餐
煮粥食用；具有益肾养心，
清热利湿功效。

2.芝麻山药粥 黑芝麻
50 克，生山药 50 克，黑米、

水适量；每日早餐煮粥食
用；具有补肾填精功效。

3.山楂葵花子桂枝红
糖汤 山楂、葵花子仁、桂枝
各 50 克，红糖 100 克，以上
用料放入锅中加水适量同
煎或炖，去渣取汤；功效：温
经散寒，健脾益胃，和血悦
色；适应证：虚寒怕冷，气血
两虚型不孕症、痛经等。

4.薏苡仁小豆黑米粥
生薏苡仁 50 克，赤小豆 50
克，黑米适量，加水适量熬
粥；功效：具有清利湿热的
功效，用于湿热蕴结证精液
液化不良性不育。

5.益肾生精汤 由枸杞
子20克，鹿角胶30克，鱼鳔
胶 30 克，黑豆 200 克，大枣
10 颗（去核），猪骨髓 200
克，牛鞭100克组成。以上
材料砂锅内煮熟，放入食
盐、味精，用小火炖至烂熟；
具有补肾养阴填精的作用，
用于少精子症男性不育。
线索提供 郝高利 廉万营

“二孩”遇上大龄，可食疗助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