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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有一项制度：若发现异常
问题，医生必须第一时间通知
体检者本人。需要进一步复
查的，医生必须定期回访，确
保体检者能尽快复查确诊。

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健康体检中心的医生却受
到了很多委屈。

超声医师刘宇峰就遇到
了这样一件事：3年前，他为一
位女士做检查时发现，她的乳
腺内有一个很小的占位，出于
职业敏感，他当时就提示客户
要定期复查，或者通过穿刺取
出组织后做病理检查。但该
女士说，她这是乳腺增生，已
经好多年了。刘宇峰不放心，
体检后一周给她打电话，她再
次强调，她确定是乳腺增生，
用不着复查。

第二年，这位女士又来体
检，还是刘宇峰为其做彩超，

因为记忆深刻，刘宇峰异常仔
细地为其做了检查，最后发现
肿块有所增大，再次建议她进
一步做穿刺检查，但又被拒绝
了。随后给她打电话又被拒
绝。

第三年，这位女士再来体
检时，刘宇峰惊讶地发现，她
的双侧乳房都已全切了!

该女士后悔地说：“前几
年你催我那么多次复查，我从
来没当回事，还老嫌你烦，现
在想想：如果当初听了你的建
议，早做穿刺，早发现乳腺癌，
说不定就能保住乳房了。”

“大力提升各种疾病的检
出率，这才是体检的目的。只
要在我们这儿做体检，所有异
常结果都至少查3遍。”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
刘永生如是说。这也是每年
超过12万人次来河南省中医
院体检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李金隆

最近，知名影视演员伊能
静微博上的一张照片引发广
大网友的热议，照片中伊能静
的爱女小米粒躺在婴儿床上，
身穿连体衣，手上戴着当前最
流行的手套。有人说新生宝
宝戴手套好，可以防止抓伤脸
蛋；有人说戴手套不利于宝宝
的触觉发育……那么，新生宝
宝手套到底戴不戴呢？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师
李红给出的答案是：不戴！

“首先，不戴手套的好处
很多。比如，能促进新生宝宝
的触觉发育；可以减少双手的
束缚，使新生宝宝手指活动更
加自由无限制，双手也会更加
灵活，更好地感知世界。”李红
说，新生宝宝裸露的小手还能
增加和妈妈的皮肤接触，与妈
妈的皮肤接触会促进脑部神
经的发育。

其次，新生宝宝戴手套出
现安全隐患的几率高。李红
说，因为新生宝宝手套的材料
大多为棉布或者纱布，里面有
线头或者戴久了线头脱落，容
易缠住孩子的手指。另外，手
套的袖口一般都会有松紧带
防止手套掉落，这样它的松紧
度更容易伤害到宝宝的皮肤，
影响到手指的局部血液循环，
如果发现不及时，严重的话有
可能导致新生宝宝的手指头
因缺血而坏死，这样的情况在
临床上比较常见，造成无法挽
回的伤害。

不过，李红说，如果宝宝
经常抓伤自己，戴个手套是不
错的选择，担心有安全隐患的
话，就一定多留心照看一下，
或者只是短时间佩戴也是可
以的，又或者买带有新生儿特
有的上衣（袖口处有隐形手
套）。

□记者 李晓敏

日前，欧洲生殖和胚胎学会
第32届年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
行，会议期间颁发了2016年全
球生殖医学创新基金奖。郑大
一附院生殖医学中心杨庆岭博
士的研究项目，与来自中国香
港、美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
和地区7位专家的6个项目获得
生殖医学创新基金奖。

据悉，杨庆岭博士也是内地
第二位获得此项基金支持者（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中心
李洁教授于2013年获奖），是郑
大一附院在国际级别基金项目
的重大突破。

本次创新基金奖的获得，填
补了该院科研项目获国际基金
支持的空白，也标志着郑大一附
院孙莹璞教授带领的生殖医学
中心团队科研水平已达该领域
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该创新基金奖是由
德国默克公司于 2009 年起设
立，用于表彰在生殖领域医学技
术领域取得创新突破的项目。
本创新基金奖每年评审一次，评
委会由国际知名的内分泌专家、
胚胎学专家和生殖生物学专家
组成。在过去7年中共收到来
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约850份
项目申请，评审专家依据严格的
标准对入围的项目进行两轮盲
审，从而确定最终获奖者名单，
并在每年的欧洲生殖年会上颁
奖。平均每年约有5~6个项目
获奖。每个获奖项目获得约27
万欧元（200 万人民币）的支
持。设置这一基金奖项的目的
是通过支持生殖医学领域科研
工作者的创新性项目，加快他们
在医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并帮助
实现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伴着音乐转动的七色闪
光陀螺，电动闪光小乌龟，闪
闪发光的小汽车……这些

“闪光玩具”成为家长们的逗
娃利器。但一闪一闪的多彩
亮光后却隐藏着危险——对
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
说，这些“闪光玩具”很有可
能成为假性近视的元凶。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
科专家王贝贝解释说，闪光
玩具的闪光光线刺眼，很容
易造成视线模糊。在光线闪
动间，婴幼儿的视网膜为了

适应明暗变化，会不断加速
调节，很容易导致频繁眨眼，
视力疲劳，长时间这样，很有
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和色觉
敏感度降低，对正处在生长
发育时期的婴幼儿来说伤害
很大，很可能造成假性近视。

王贝贝建议家长，尽可
能不给婴幼儿选择这类发光
玩具，家中成人更是不能用
这种发光玩具在宝贝眼前
晃。看见别的孩子玩“闪光
玩具”，要提示自己孩子不要
一直盯着看。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慧

昨天是处暑，也正好碰
上了末伏天。这个时候我们
应该如何养生保健？听听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朱翠玲教授的建
议吧。

“虽然早晚很凉爽，但中
午还是要防暑热。”朱翠玲
说，由于暑热最易伤心，热扰
心神，人常表现出心烦不宁，

坐卧不安。此时，应有意识
避开这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做到遇事不烦，处事不躁，精
神愉快，心情舒畅。此外，在
起居方面，尽量做到作息守
时，生活规律，保证适当的睡
眠和休息，避免过度疲劳，提
高机体对高温的耐受能力。

在饮食方面，朱翠玲说，
末伏清补，以健脾利湿为
主。健脾益气，可以适量多
吃祛湿热、健脾和胃的食物，

如茯苓，以促进脾胃功能恢
复。芡实、山药、小米等都具
有健脾益胃的功效。扁豆、
豇豆、红小豆等豆类，也有健
脾益气的功效。

立秋后湿热交蒸，合而
为湿热邪气。这个时节，如
果脾伤于湿，不仅会出现饮
食不化、脘闷嘈杂、恶心呕
吐、腹痛便溏、不思饮食、体
弱倦怠等症，还可能为咳喘
病症种下病根。朱翠玲说，
末伏时节养护脾胃，可按摩
丰隆、足三里、脾俞三个穴
位，每天各按100次，能够化
湿、健脾和胃，补中益气，通
经活络。

“进入末伏时，取凉须有
节制，切忌猛吹空调、过吃冷
饮，以免损伤脾胃阳气，不利
于健康。”朱翠玲说，适量户
外运动可振奋阳气，促脾气
运化，改善胃口。但需要注
意的是，户外运动以微汗为
宜，切不可大汗淋漓。

健康体检 预防癌症的第一道关口
核心提示 | 2016年1～7月，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共查出153例肿瘤，平均1.39天发现1例肿瘤。
癌症是一种慢性病，需要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定期检查各项指标，早诊早治，延长存活时间，提高生命质量。而健康体检

就成为这个过程的第一道关口。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是全省最大的中西医结合体检机构，每年体检人数超过12万人
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里体检，很多潜伏的疾病能被第一时间查出。

今年3月1日，河南省中医
院健康体检中心的内部微信群
里，检验医师张超群突然发出
一条信息：“体检客户王某，肿
瘤标志物CA125的值高出正常
值数倍。我已为她连续检测3
遍，均提示异常。请为她做彩
超的大夫立即联系我!”

副主任医师、超声医师朱
晓瑜立即回电话，告知王某的
超声检查结果：子宫附件区有
一包块，疑似卵巢部肿瘤。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有非常严格的“彩超三审制
度”：一名医师在一台彩超上对
体检者的每个部位要看一遍；
发现问题，需让另一名医师在另
一台彩超上再看一遍；如果两人
看的结果不尽一致，则需第三名
医师在第三台彩超上看一遍；最
后三人会诊，得出结论。

“我当时就请其他彩超大
夫为王某再次检查，最后我俩

结论一致，均怀疑是卵巢部恶
性肿块，如今结合CA125的检
查结果，高度怀疑是卵巢癌!”

按照登记的电话，朱晓瑜
第一时间联系王某，但王某没
当回事。一周后，朱晓瑜再次
联系她，对方认为“大惊小怪”，
干脆挂了电话；朱晓瑜不愿放
弃，几天后第三次联系王某，她
这才答应“回头再复查”。“我过
了一星期又联系她，说是已经
在其他医院确诊了，准备做手
术。如果她没去复查，我肯定
继续催，不然不放心。”

在妇科肿瘤中，卵巢癌的
预后最差。早期发现，则可以
有效改善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状
况。“正因如此，我们在彩超检
查中发现异常，多会建议体检
者增加肿瘤标志物的检查，最
终结合彩超和肿瘤标志物的结
果，给体检者出具一个相对更
准确的结果。”朱晓瑜说。

任何潜伏病变，都要经过彩超“三审” 以前患者追着医生跑，如今医生追着患者跑

□记者 林辉

新生宝宝，
戴不戴手套？

虽然早晚凉爽，但中午要防暑热

进入处暑 更要注重养生
我省医学科研
获国际基金支持
郑大一附院生殖医学博士荣获
2016全球生殖医学创新基金奖

闪光玩具易伤眼 婴幼儿不宜常玩

解读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