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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敏

直肠癌生长的位置越接
近肛门，保肛的难度越大，就
意味着患者可能永远失去自
主排便功能。日前，河南省肿
瘤医院普外科副主任李智及
其团队为一名直肠癌患者成
功实施了经肛门全直肠系膜
切除术（taTME手术），保留
了排便功能。

近日，59岁的姚女士因大
便带血到医院检查，原以为是
痔疮在作祟，但肠镜病理诊断
为直肠癌。在选择手术方式
时，患者和家属犯了难。“肿瘤
约3×3厘米，距肛门约3.5厘
米，影像学检查无转移。”河南
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任李
智说，距离肛门5厘米以内的
属于低位直肠癌，因为无法确
切保证下切缘干净，传统治疗
方法一般行开腹或者腹腔镜

辅助下的腹会阴联合直肠癌
根治术。也就是说，患者在进
行直肠癌根治术的同时，要被
切除肛门。术后，患者要永远
失去自主排便功能。

李智说，目前直肠癌的外
科治疗进展，始终围绕着根治
肿瘤和肛门功能保护这两条
主线。但对姚女士而言，肿瘤
较小且分期相对较早，不保肛
确实很可惜。

经术前充分沟通和准备，
日前，李智及团队医生利用单
孔器械，成功为患者实行了经
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手术顺
利，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据悉，目前国内仅少数国
家级大型医院有报道该术
式。河南省肿瘤医院成功实
行我省首例经肛全直肠系膜
切除术，且在3小时内完成手
术，标志着该院普通外科已进
入该领域的先进行列。

□记者 林辉

为响应国家分级诊疗政
策的推进，加强对基层医院检
验技术的帮扶，9月12日，由
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主办、辽
宁省医学会和罗氏诊断共同
协办的“助力检验 筑梦未来
——2017基层检验人员培训
计划”第二场在大连举行。

近年来，许多基层医疗机
构在检验设备升级、实验室质
量管理等方面的意识逐步提
升，但对各层次检验人员的专
业技能培养仍缺乏足够重视。

“只有夯实基层医疗机构
的检验水平，才能实现基层地
区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能力
的提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
学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主任潘柏
申教授介绍说，“基层检验人

员培训计划致力于帮助基层
检验人员掌握最新、最前沿的
医学检验知识，更好地运用先
进的检测手段、检测仪器和检
测方法，为临床和患者提供高
质量的检测服务。通过培训
教育，可以促进整个基层检验
和基层医学水平的提升，对新
医改的开展以及改善中国人
群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本场培训以大连为主会
场，郑州、呼和浩特和西安为
分会场，网络直播覆盖河南、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
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9个
省、自治区，直播覆盖终端接
入数逾1万台，不少基层检验
人员围坐在手机和电脑前观
看直播，覆盖数万人。在今年
7月举行的首场培训，覆盖了6
省市，近5000名检验人员通
过参会、网络直播参与其中。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9月11日，由河南大学附
属郑州颐和医院主办的护理
高峰论坛暨循证护理研讨会
成功举办。本次会议，邀请了
美国亚特兰大艾默里理疗集
团护理创新及研究联合主席
玛丽·古莱特博士及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静脉输液学组
组长李爱敏护士长，以“畅行
医疗，循证安心”为主题，展开
深入的交流和学术探讨。

据郑州颐和医院副院长
郭凤云介绍，循证护理是理

念，实践指南是产品，运用于
临床的过程艰辛，要达到精准
护理，精准服务，还将依赖于
护理人员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实践技能，循证护理实践，任
重而道远。

两位专家用临床常见案
例，指引学员根据数据库的特
性来评估及选择检索的数据
库，提高学员的科研能力，将
纷繁复杂的内容呈现得精彩
纷呈、通俗易懂，使学员在短
时间内对“循证护理”有进一
步的理解，提高了护理质量及
护理人员的临床实践能力。

□记者 李晓敏

家里有过期药？赶快收拾
起来，准备免费兑换吧。广药白
云山全球首创的“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免费更换）机制今年的兑
换活动再次启动。

今年广药集团在郑州市过
期药兑换活动时间是9月16日~
18日，可兑换药店有12家，活动
期内广药集团生产的和非广药
集团生产的已过期药品（针剂类
与液体类除外）均可免费回收。
其中，广药集团出品且在《回收
药品品种目录》内的过期药品，
可一对一（数量）更换（产品缺货
时以咨询药店店员为准）。在
《回收药品品种目录》外的过期

药品，也可免费回收并赠送小礼
品。

本次活动，12家可兑换的药
店为：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
公司中原路店（郑州市中原路
109号中原路大学路向东100米
路南）；郑州隆泰仁医药有限公
司一分店（郑州市南阳路与东风
路交叉口向北200米）；郑州国药
大药房有限公司丰庆路店（郑州
市丰庆路与群办路交叉口）；河
南卓一大药房有限公司纬四路
店（郑州市纬四路与政五街交叉
口）；郑州天泽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东升医药商店（郑州市东明路
与纬五路交叉口向南100米）；河
南本草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郑
州南阳路店（郑州市南阳路与农

业路交叉口向北50米）；河南省
医药超市有限公司第一超市（郑
州市城东南路42号）；老百姓大
药房连锁河南有限公司桐柏北
路店（郑州市桐柏北路111号梦
苑商务1层）；河南大参林连锁
药店有限公司郑州福彩路店
（郑州市福彩路10号鑫苑名家
都市家园1号楼附2、3号）；河
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店（郑州市健康路与同乐
路交叉口向西 50 米）；河南张
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政通
路店（郑州市政通路与交通路
交叉口向南）；郑州市新向民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青年路卫生大
药房（中牟青年路中医院西邻世
纪城一楼）。

我省首例经肛全直肠系膜
切除术完成

强化基层检验能力
共筑大健康
“助力检验 筑梦未来——2017基层检验人员
培训计划”第二场成功举行

国际护理高峰论坛
在郑州举办

9月16日起

郑州12家药店 免费三天兑换过期药

眼看中秋节来临了，很多老
人盼着子女回家吃顿团圆饭。可
一想到一口坏牙，啥都吃不好，就
觉得扫兴又痛苦。为了赶在中秋
节前种好牙，近期咨询种植牙的
老人比平时激增了2倍，迎来了

又一个种牙“小高潮”。
拜博口腔联合本报回馈读

者，现在打电话预约种植牙，就能
享受德国种植体直降4000元的
特别优惠，种一口好牙吃个团圆
饭吧！

“铁将军”种牙怕疼，试种3颗竟又种4颗！
中秋时节享团圆，一口好牙少不了；德国种植体直降4000元！大河爱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 | 一个人胆儿再大，面对手术总有几分惧怕，王老先
生就是如此。王老先生是位退伍军人，人高马大，做事雷厉风
行，绰号“铁将军”。上了年纪后，王老先生开始掉牙，一直很想
种牙，但每每想到手术刀、血淋淋的伤口，就退缩了。大河爱牙
专线：0371-65795671

儿子看父亲整天因缺牙受
罪，就想方设法找“种牙不疼”的
医院。为了让父亲放心，他来到
拜博口腔“蹲点”守着种牙出来
的人。连“蹲点”4次，问了十几
个人，有的说“一点都不疼”，有
的说“像蚂蚁叮了一下”，有的说

“跟打防疫针差不多”，打探后，
他赶紧带着父亲来种牙了。

“为让老爷子放心，先试种3
颗，没想到他出了手术室笑呵呵
的。我一下就放心了。”王老先

生的儿子说。拜博口腔医院彭
布强院长解释：“王老先生术前
先进行了模拟种植，确定科学种
植位置、角度及深度。数字化种
牙时辅以水激光治疗仪，本身就
有镇痛作用，用它进行手术，可
以不打或少打麻药。因此老人
才感觉不到疼，种完后很轻松。”

怕疼的“铁将军”种了3颗牙
后觉得好用，赶紧把剩余的4颗
牙也给种上了，现在提到自己的
种植牙就直竖大拇指。

现在预约种植牙，可享受：
1.德国 Camlog 种植体，直

降4000元。
2.美国 3M 牙齿矫正，优惠

价6999元。
3.冷光美白，原价 1500 元，

优惠价低至860元。
4.到拜博口腔看牙，养生食

品免费领。

□记者 刘静

“蹲点”4次打探种牙 试种3颗后又种4颗

节前种牙“小高峰”德国牙直降4000元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骨关节炎是现代人高发的一
种关节疾病，患病后关节肿痛、积
液、僵直、增生、骨刺、活动艰难，
甚至可能就此残废。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
院区骨关节病科主任中医师郝军
说，时下正是夏秋换季的关键月
份，90%的关节病患者对气候变
化敏感，尤其阴天、下雨、寒冷等
天气时，便会出现关节肿胀、疼痛
加重的症状。故此时，做好关节
防护工作尤为重要。

“中医认为风是万病的元凶，
其实受寒和骨关节疾病也是息息
相关的。特别是在产后、大病之
后，如被风寒侵袭的话，更容易引
起骨关节等方面的疾病。”郝军建
议，大家平时要注意保暖，切忌受
风，特别是对于膝盖部，平时尽量
穿长裤，做家务时也要尽量用温
水，避免直接接触冷水。

很多人骨关节有问题，行动
受影响之后就不愿意运动了。事

实上，只要运动得当，注意健康的
运动方式，对防治骨关节疾病也
有很大的帮助。不过，郝军提醒，
平时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关
节损害，避免负重过重。如果有
关节方面的困扰，要坚持有病就
医治的原则。

钙不足是引起骨关节疾病的
一大诱因。郝军说，中老年人一
定要注意补充钙质，同时还要多

吃一些能促进钙质吸收的食物，
这样才能保证钙的吸收。此外，
还要多增加维生素、矿物质、镁、
锌等多种元素的摄入，并在饮食
上要做到均衡和多样化。

郝军还提醒，肥胖是引起骨
关节疾病的一个重要诱因，因此
中老年人更要注意预防肥胖。如
果有肥胖的问题，要及时减肥，这
样才能减少骨关节承受的压力。

秋季骨关节病多发 需防患于未然

中秋节前种好牙
吃吃喝喝享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