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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
超声诊断主要依赖先进的设
备。其实，设备固然重要，但更
离不开临床经验丰富且作风严
谨的诊断团队。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现有超声医生8名。为了练就过
硬的技术本领，中心多次选派骨
干医生参加超声专业学术会议和
培训，了解超声诊断的新进展和
发展方向，虚心向全国知名专家
教授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
素质和专业水平，成长为临床诊
疗一线出色的“侦察兵”。

不同于CT和磁共振检查的
是，超声检查更多地依赖超声医
生的经验和检查手法，不同的超
声医生，诊断结果有时会大相径
庭。

“一定要本着对体检者负责
任的态度，仔细、仔细、再仔细。”
刘永生主任经常这样提醒超声
团队。

中心为此定下一个规矩：一
名医生在一台彩超上对体检者
的每一个部位都要看一遍；发现
问题，需让另一名医生在另一台
彩超上再看一遍；如果两人看的
结果不尽一致，则需第三名医生
在第三台彩超上看一遍；最后三
人会诊，得出结论。

正因为如此审慎，很多外院
超声忽略的早期或早早期恶性
肿瘤，被中心的超声团队诊断出
来，这些恶性肿瘤患者也因为早
发现早治疗，提高了生存期，改
善了生活质量，超声团队也成为
体检者所信赖的“把关人”。

做体检者信赖的“把关人”
核心提示 | 超声波通过高于20000赫兹的声波来显示人体内部结构，探索身体的“大千世界”。所以，超声检查一直被称

为“医生的眼睛”。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有着一支练就火眼金睛的“侦察兵”队伍，他们就是被体检者信赖的“把关
人”——超声团队。这也是每天很多人愿意排队来该中心体检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国外，X线钼靶是乳腺
癌的常规筛查手段。但在我
国，乳腺癌的发病年龄较国
外提早了10年，多为中青年
女性，乳腺结构较致密，致使
X线钼靶显示困难。同时我
国女性乳腺发育普遍较小，
超声检查操作简便，所以超
声成为乳腺检查的主要手
段。如果乳腺癌能够被早期
检出，其20年的生存率可达
到97%。

去年10月份，43岁的刘
女士在进行超声体检时发现
乳腺有8mm左右的结节，因
无任何痛感，这个发现并没有
引起她的警觉。但多年的经
验让超声医生朱晓瑜不敢掉
以轻心，她反复建议刘女士通
过手术进行确诊。她的坚持
让原本无所谓的刘女士动摇
了，最终手术结果为早期浸润
性乳腺癌。因为发现早，保乳
手术非常成功。

“幸亏发现早，不然真的
无法想象以后日子怎么熬下
去。”刘女士对朱晓瑜感激不
已。复查中，她目睹了很多病
友乳房全切后无法坦然面对
生活，愈发庆幸朱晓瑜的准确
诊断和合理建议。

“能够发现体检者的病
变，尤其是早期病变，一直是
我们的追求。”朱晓瑜告诉记
者，像刘女士这样检查出问题
的情况每天都会发生，超声就
是可以尽早检测出体检者的
异样，为有问题的体检者下一
步治疗打下基础。

“对于老百姓看不到、摸
不到、感觉不到的疾病，超声
等检查的筛查和预防是健康
体检的第一步。”河南省中医
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
表示，超声医生被称为“把关
人”，他们的检查结果往往对
体检者的最终诊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火眼金睛”找寻病变 优秀“侦察兵”养成记

□记者 林辉

目前，骨质疏松症已被世
界卫生组织列为仅次于心血管
疾病的第二大危害人类健康的
疾病。但是，骨质疏松如何发
现？腰痛腿痛人们经常察觉不
到这属于骨质疏松，就算出现
骨折现象，认为是骨质疏松的
也是少之又少。当骨质疏松带
来其他病变前，很难察觉到，那
么如何自查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是一种代谢性
骨病，常见于绝经后妇女和老
年人，其特征是骨量下降和骨
微细结构破坏，表现为骨脆性
增加，骨折危险大为增加，危害

严重。”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骨
质疏松科副主任叶进说，骨质
疏松最初表现症状，只有疼
痛。疼痛程度逐渐加深时，就
要当心自己是不是患上了骨质
疏松。

叶进说，判断是否骨质疏
松就要去查查骨密度，具体查
骨密度的方法可以到医院里向
医生咨询，最为关键的是查骨
密度的“三时段”：

第一个时段，就是年轻时
期——二三十来岁：这个阶段
人的骨密度已经基本发育到达

顶峰，这个时期去查骨密度，主
要是看看骨密度是否达标，不
达标可要想想办法；

第二个时段是针对女性而
言——围绝经期前后，这个阶
段由于体内的雌性激素发生着
剧烈的变化，因此会严重影响
到骨密度的情况；

第三个时段就是老年阶
段，老年阶段骨流失避免不了，
但是查查骨密度可以判断自己
骨流失的快慢和多少，根据情
况用药、就医即可。

“对于骨质疏松这种病，
‘防’比‘治’更重要。因为一旦

患上了骨质疏松，就无法完全
根治，只能够通过规范抗骨质
疏松治疗缓解病情，消除疼痛，
避免骨折发生。”叶进说，不少
朋友都知道，如果骨流失，那就
喝骨头汤补补钙，但是这是一
个误区。人们总是认为补钙就
能缓解骨质疏松或者说预防骨
质疏松，但是却忽视了钙如何
能够很好被吸收。补钙是基础
工作，让钙好好吸收同样重要，
因此在饮食中也需要加入其他
的营养元素，这样才能够达到
终极目的。

57岁的黄女士近年来发现
视力越来越模糊，到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检查后发现罹患了白
内障。在排除了传统眼病后，医
生考虑有其他疾病可能，于是进
一步为她检测了血糖，结果被诊
断出患有“糖尿病性白内障”，需
等血糖水平稳定后再进行眼部
治疗。

“糖尿病对眼睛的影响是多
方面的，可涉及虹膜、瞳孔、晶状
体、视网膜、眼肌、屈光和眼压，
而引起失明主要是白内障和视
网膜病变。”郑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眼底病二病区主任高延庆介
绍说，糖尿病性白内障,通常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真性糖尿病性
白内障，多见于1型青少年糖尿
病患者，若患者从小患糖尿病，
三四十岁就可出现眼底病变；另
一种多见于2型糖尿病患者，其
发病率会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增

长而增高，这类患者与老年性白
内障相比，病情发展更为迅速，
仅需几个月就可使视力严重受
损。

高延庆表示，在糖尿病性白
内障的早期，应积极治疗糖尿
病，晶状体混浊可能会部分消
退，视力会得到一定改善。当白
内障明显影响视力、妨碍患者工
作和生活时，可在血糖控制平稳
的情况下，采用超声乳化摘除混
浊的晶状体核和皮质，再植入人
工晶体的手术方法恢复患者视
力水平。

“生活中，常有些患者认为
血糖值高不能做白内障手术，这
是认识上的误区。”高延庆说，糖
尿病患者通常具有血糖高、血锌
偏低、伤口较难愈合、瞳孔不易散
大等特点，如等白内障发展到晚
期再做手术，将大大增加手术的
难度与风险；这期间也大大地增

加了并发症发生的几率，如发生
色素膜炎、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
并发症，严重者可达到失明的程
度，最终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

高延庆强调，对于糖尿病患
者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控制好血
糖。其次，糖尿病患者每年还应

至少进行一到两次视力和眼底
检查。由于糖尿病性白内障和
糖尿病眼底病变常是“两兄弟”，
因此，即使糖尿病患者只发现有
白内障，没发现有眼底病变，也
不能疏忽，每年应做一到两次的
眼底检查。

患上白内障，竟是糖尿病惹的祸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查骨密度 留意三个时段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中风是一种发病率、致残
率很高的疾病，而中风后患抑
郁症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邵静提醒，
中风后抑郁发生得比较隐蔽，
不易被察觉，因此，患者如出现
以下现象就应该警惕。

1.情绪和性格的变化：患
者情绪低落、情绪不稳、经常感
到委屈想哭，郁郁寡欢、不爱与
人交往、多疑。

2.睡眠障碍：如失眠多梦、
入睡困难，或睡眠不深、夜间易
醒或早醒。

3.丧失兴趣：患者对既往
爱好不屑一顾，不愿意参加社
交活动，经常闭门不出，疏远亲
友，回避社交。

4.身体不适：常常伴有胃
部不适、食欲下降和体重减轻，
有时感心慌、胸闷、气短、头晕
头疼、周身窜痛等。

5.消极悲观：对未来不抱
希望，常常感到孤独、绝望，害
怕和无助，经常自责，有时有自
杀的念头。

邵静强调，患者中风后抑郁
表现出的症状多样化，家属一旦
发现或怀疑患者有抑郁的情况，
一定要给予病人更多的关心，给
予生活上的照顾，鼓励患者力所
能及地参加社会活动。

中风后抑郁
不容忽视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慧

新生儿肺炎可导致患儿出
现抽搐、心衰、呼吸衰竭、脏器
衰竭等重症，严重危及生命。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生儿
科主任徐发林提醒，在让孩子
积极治疗的同时，家长还需要
做好生活与饮食方面的护理。

1.保证环境舒适安静。房
间要定时通风换气，保持室内
空 气 新 鲜 ，室 温 应 控 制 在
18℃～20℃，湿度60%，穿衣
不应过多，以免引起不安和出
汗，勤换尿布，保持皮肤清洁。

2.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新
生儿不能自主进行有效咳嗽，
家长可以协助其进行体位引
流：五指并拢，稍向内合掌，呈
空心状，由下向上，由外向内轻
拍背部，促使呼吸道的分泌物
借助重力和振动作用排出，每
2个小时给宝宝更换一次体
位，俯卧位更有利于分泌物的
引流。

3.营养及水分的补充。两
次喂养之间可喂少量温水以使
呼吸道黏膜湿润，利于痰液的
咳出，同时可以防止发热导致
脱水。

4.学会观察宝宝病情。若
宝宝呼吸平稳，体温正常，面色
红润，精神反应良好，食欲增
加，说明肺炎在好转。如果呼
吸困难，体温上升，精神萎靡或
烦躁不安，提示病情在恶化，应
及时到医院就诊！

线索提供 禹冰 尚睿

新生儿肺炎
护理有讲究
□记者 林辉

当精益求精的检查技术换来了一张张体检者的笑脸，当锐
意进取的团队攀越了一座座挑战自我的高峰，河南省中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所有医务人员仍执著在追求理想的路上，一步一个
脚印，用他们的优质服务践行一名健康管理人的为民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