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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河南省肿瘤研究院院长宋永平教授和生物免疫治疗科高全立主任带领的团队，与
该院血液科紧密合作，经过 3 年多的努力，成功完成了我省首例白细胞及淋巴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使我省白细胞及
淋巴瘤的治疗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目前，癌症治疗已进入精准医疗时代，其中就包括以 CAR-T 为代表的细胞免疫治疗，并且已经在血液肿瘤治疗方
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些患者已实现长期生存，由此可见 CAR-T 治疗治愈癌症不是梦。

河南省肿瘤医院

细胞免疫疗法治愈两例癌症患者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我省细胞疗法治疗癌症取得突破

细胞免疫疗法成为癌症治疗新希望
宋永平教授介绍，细胞免疫疗法已然成
为人类对抗癌症新的希望，而 CAR-T 疗法
则是近年来最有前景的肿瘤免疫疗法之
一。白细胞和淋巴瘤是恶性程度极高的肿
瘤，一旦患者对传统的治疗方法如化疗、靶
向治疗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失败，病人的
生命几乎都难以再挽救。
2012 年，美国率先开创 CAR-T 细胞治
疗技术，对那些已无药可治的患者的有效率
仍可达 80%以上。
该治疗技术与其他肿瘤免疫治疗技术
曾被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评为 2013 年十
大科技进展之首，首例经该疗法治疗成功的
白血病女孩埃米莉曾进入白宫受到奥巴马
接见。

高全立介绍，省肿瘤医院生物免疫治疗
科近几年发展迅速，
近期，
细胞免疫疗法治愈
了两例患者。
第一例患者是 27 岁的男青年赵某，
2013
年 12 月在北京诊断为
“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
病”，经过 5 周期化疗后病情控制，进行了造
血干细胞治疗并获得成功。2016 年 6 月白血
病复发，又进行了第二次造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
但此次治疗对白血病细胞已无效。
2016 年 8 月 5 日，在宋永平院长的组织
下，患者接受了由省肿瘤医院生物免疫治疗
科 CAR-T 细胞治疗。虽然期间出现了严
重的寒颤高热等相伴症状，但经过专家团队
的精心调理，半月后检查，病人体内已没有
了白血病细胞，顺利出院回家，最近体检，体
内没有发现白血病细胞。
该患者也因此成为我省第一个利用

CAR-T 技术治愈的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患者，表明了省肿瘤医院已经掌握了这一国
际最新技术，为复发、难治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患者带来福音。
第二例患者是 52 岁常某，4 年前诊断为
弥漫大 B 型非何杰金淋巴瘤，随后几年他在
多家医院接受过 20 多周期的化疗及 8 周期
美罗华靶向治疗，但病情反复复发。最近半
年来，肿瘤已对化疗失去敏感性，并侵犯到
骨髓及全身多处淋巴结。最让常某痛苦的
是，他的脾脏因淋巴瘤细胞的入侵变得十分
巨大，疼痛难忍，食都困难。宋永平院长组
织全院专家会诊后，决定先切除巨大的脾
脏，
再用 CAR-T 细胞治疗。
2016 年 10 月 18 日，常某手术后一个多
月，进行了 CAR-T 细胞治疗，半月后复查，

骨髓中的肿瘤细胞已被完全清除，全身多处
转移的开始缩小，常某顺利出院恢复了正常
生活。常某也因此成为我省第一个利用
CAR-T 技术成功治愈的淋巴瘤患者。

细胞免疫治疗省肿瘤医院走在了前列
省肿瘤医院生物免疫治疗科把我省癌
症的防治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也为中原乃
至全国百姓癌症尤其是血液肿瘤的治愈带
来了新的曙光。
目前，省肿瘤医院生物免疫治疗科具备
制 备 CAR-T 的 实 验 室 条 件 以 及 技 术 人
员。宋永平、高全立非常重视本项临床试验
研究，专门组建了
“CAR-T 细胞免疫治疗小
组”，小组成员包括血液科、生物免疫治疗
科、GMP 实验室 20 多名医务人员。

“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系列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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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章针刀医学研究临床培训基地落户河南
近日，由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省儿童
医院)主办的中医针刀和龙氏正骨培训会在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举行，北京汉章针刀医学
研究院河南省临床培训中心正式落户该院。
河南省医院协会秘书长宋天才、北京汉
章针刀医学研究院院长朱秀川、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王佩尧
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据悉，针刀医学是在朱汉章教授发明的
“小针刀疗法”基础上，融合东西方医学基本
理论再创造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医学理论体
系。经过 40 年发展完善，已形成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完善的诊疗规范，

治疗的适应症范围已从慢性软组织损伤、骨
科、骨关节疾病扩大到内科疾病、外科疾病、
皮肤科疾病、五官科疾病、儿科疾病等更广
泛临床领域。龙氏正骨技术则是我国著名
脊椎病专家龙层花教授集 40 多年临床经验
独创的中西医结合正骨手法，龙氏正骨推拿
已被列为医学院校本科生教材，被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列为全国适宜推广项目并在全国
各地进行了推广。
该院副院长李常生表示，该中心的落
户对提升基层医务人员服务能力，丰富基
层卫生人员看病治病手段和方法等具有重
要意义。
（闫良玉）

雾霾来袭,空气净化器您选对了吗？
今冬以来，
雾霾天气持续爆表。12 月 19
日，据中国天气网预报，雾霾范围进一步扩
大，包括京津冀、山西、陕西、河南等 11 个省
市在内的地区被雾霾笼罩，
受大雾天气影响，
全国近 50 条高速路部分路段封闭。郑州首
次启动了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全市幼儿园
停课，
中小学不停课但是停止一切户外活动。
专家表示，当 PM2.5 超过 150 的雾霾天
气，应减少或停止户外活动。停止户外活
动，就只能在室内活动，除了适当开窗通风
外，空气净化器必不可少。
安利旗下的逸新升级版空气净化器延
续了一贯的卓越性能表现，集超效滤净、极
速净化、宁静节能、智能系统四大卓越性能；
能有效滤净空气中小至 0.009 微米的空气悬
浮微粒以及多达 97 种的污染物，滤净效能
达到 99.99%，实现每小时高达 425 立方米
的超高洁净空气量(CADR)，每分钟输出量
高达 7.1 立方米。在专业检测环境中，专家
实验，在 30 平方米的空间，使用逸新空气净
化 器 后 ，室 内 PM2.5 浓 度 总 的 衰 减 率 是
98.8%。它还可以实时监测滤网状态以提醒
消费者进行滤网的清洗或更换。其拥有
AHAM（美国家电制造商协会）品质认证、
符合美国环保署 ENERGY STAR（能源之
星）认证标准、并通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

测中心性能检测，
十足信心保证。
据了解，
该款空气净化器已在全球 13 个
国家或地区成功上市，
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专
利或专有技术达 55 项，
而且新升级的逸新空
气净化器是全球首台荣获英国过敏协会14类
过敏源权威认证的空气净化器。 （张庆丽）

医卫快讯

郑州市食药监局
启动双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7 年 2 月 12 日，郑州市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元旦、春节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进一步净化城乡农畜产品和食品生产经营市
场，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元旦、
春节期间食品安全，推动郑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工作深入开展。
针对元旦、春节期间食品消费特点，全面开展食
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加大对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
商场超市、旅游景点、车站码头、宾馆饭店、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加
强对“年夜饭”的食品安全监管和农村集体聚餐的服
务指导，及时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防止食品安
全问题发生。
据了解，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明确了 9 个方面的主要
任务，
并要求郑州市各县（市、
区）政府和市食品安全各监
管部门制订本辖区、
本部门具体工作方案，
对元旦、
春节
期间专项行动工作任务、工作进度和工作责任进行明
确，
工作方案要突出重点，
工作措施要有力，
严厉打击影
响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使节日食品市场得到全面
净化，
保障我市人民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杨鑫）

健康扶贫革命老区暖民心
近日,九三学社省卫计委主委袁慧娟、
秘书长施新革、
省医一支社主委武海英及省医支社医学专家一行11人，
来到卫辉市狮豹头乡卫生院举行大型送医下乡健康扶贫
活动,同时举行九三学社省卫计委社会服务启动仪式。
“平时看个省医的专家号要跑到郑州,现在都到家
门口了,哪能错过咧!”一大早就赶到现场的李大爷
说。来自省医的医疗专家耐心细致地为群众解答疑难
问题,对现场群众进行免费体检及常见病防治知识的
普及。豫医联盟秘书长张召亮等 3 人也参加了活动，
并代表青年之声·豫医联盟和九三学社省卫计委联合
向狮豹头乡卫生院及当地群众捐赠价值 1 万余元基层
常用药品，
此次活动共计有 300 余群众在义诊中受益。
据悉，九三学社省卫计委委员会是九三学社省委
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于 9 月底成立
的，将整合省九三学社优势卫生资源,积极开展基层农
村精准健康扶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人力资源
保障。
（施新革 尚敬）

郑州市
免费筛查新生儿五大遗传病

12 月 16 日，由中国健保卡健康管理中心、百消丹药业集团、领购网、中
国中原发展战略联盟体联合主办的“爱在行动 中国健保卡”发行会在郑州
启动，中国健保卡在河南的推广发行正式拉开帷幕。
（传勇）

免费为郑州户籍的新生儿进行听力初筛及苯丙
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症、35 种遗传代谢病、
耳聋基因筛查，
是郑州市十大实事之一。
近日，
“ 郑州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会议暨郑州师范
学院聋人大学生耳聋基因检测捐赠仪式”在郑州举
行，另悉，2017 年，对于具有郑州户籍的新生儿来说，
这些项目依然可以继续享受。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辖区内凡具有产科资质的
医院，
均可受理免费筛查项目。
本次会议还进行了郑州师范学院聋人大学生耳
聋基因检测捐赠仪式，郑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赵学勇
及负责免费耳聋基因筛查的博奥检验总裁张治位为
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 308 位聋人大学生进
行了公益性耳聋基因检测的捐赠。
（莹莹）

中国心脏联盟河南分盟成立

近日，农夫山泉在位于赣州信丰县的工厂举行了 17.5°橙新闻发布
会。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谈及 17.5°橙的探索培育心路历程，十年来，农
夫人终于取得技术突破，解决了脐橙不能榨汁的难题。
（良生）

12 月 17 日，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
复专业委员会河南分盟成立暨精准医学与心血管防
治与康复论坛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举办。
大会表决产生了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预防
与康复专业委员会河南分盟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常务委员。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心脏康复中
心主任王东伟担任河南分盟主任委员。
在学术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名从事心血管
预防康复的专家就“群防群治是慢病唯一出路”
“药物
治疗在心脏运动康复中的作用”
“ 冠心病药物治疗
ABC”等题目，带来分级诊疗形势下如何开展心脏康
复以及国内外最新的心脏康复成果，充分满足基层及
三级医院、康复机构等心血管疾病相关科室的临床医
师、心脏科医师、全科医生、康复医师、相关科室和专
业人员不同的需求，为全国各地的同仁们搭建了一个
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陈雅萍）

情系患者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记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
□李明华
2004 年，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率先在豫南地区引进了大型血管造影
及介入治疗系统，在驻马店首家开展
了心脏病的介入治疗，结束了区域内
严重心脏病患者到外地就医的历史。

精心磨砺 铸造一流服务品质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在驻
马店市享有盛誉，
不仅因为它是驻马店
市首家开展心脏病介入治疗技术的科
室，
还因为它拥有一支技术精湛、
爱岗敬
业的医学团队。12 年来始终引领区域
内该领域的最新技术，
为及时、
规范救治
严重心脏病患者提供了重要保障。
10 余年间，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

院心内科独立完成各类心脏介入手术
近 3 万例，无一例意外发生。其中开
展的“先天性心脏病封堵术”
“ 主动脉
夹层动脉瘤带膜支架置入术”
“ 桡动脉
入路冠状动脉造影术”
“ 桡动脉入路支
架置入术”
“ 射频消融根治室上性心动
过速”
“ 置入双腔起搏器主动电极术”
“房速、心房扑动三维标测下射频消融
术”等心脏介入治疗技术，均填补了该
市技术空白。有着丰富介入手术经验
的心脏病专家、主任医师彭勇，由于在
此技术领域表现突出，被河南省卫计
委任命为“河南省心血管疾病介入诊
疗技术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专家委
员，是驻马店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专家。
三分治，七分护。优质、贴心的护
理工作在该院心内科全面打响品牌中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心脏病患者大多饮食差，身体出
虚汗较多，护理人员就随时为病人擦
洗，及时更换湿衣服和被服，并为患
者洗头、洗脸、剪指甲、翻身拍背、协
助床上大小便等，每一个细微之处都
体现着对患者的真情服务。在该院
心内科一病区，从饮食、活动、药物等
方面对患者进行个体化健康指导，并
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是其突出
亮点。
勤进病房，勤巡视，勤观察，细心
记下每位输液病人的输液情况，不等
病人按铃呼叫，就会提前来到即将输
完液的病人床前。减少输液患者自主
呼叫，是该院心内科二病区的标识性
服务。此外，该病区出院的每一位患

者，都有一张印有管床医生、责任护士
和科室电话的爱心联系卡。患者出院
回家后，病情有什么变化，不用再来到
医院，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医务人员
变身成为患者的“家庭医生”，方便了
患者，缩短了医患之间的距离。

医者仁心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患之间不是相互猜疑，而是互
相欣赏，不是相互抱怨，而是互相赞
美。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
医护人员一直在不断地改善医患之间
的
“小气候”
。
心内科一病区，每月从医疗质量、
服务数量、患者的满意度等进行综合
目标百分制考核，医务人员的工作与
这些考核挂钩。同时规定，每月对医

生的处方、用药等情况进行排名公示，
对不合理用药进行分析，及时纠正存
在的问题，有效控制医生的“大处方”，
维护患者的利益。
心内科二病区，患者之间流传着
这样一种说法，这里的医生不收“ 红
包”。有位患者不相信，私下给管床医
生送了 300 元“红包”，结果给退了回
来，他认为医生嫌少，就又送上 500 元
“红包”，还是被退回了，他不甘心，再
加到 1000 元，同样被拒绝。这名患者
拉着医院相关负责人的手感慨地说：
“在你们医院，我这红包是怎么送也送
不出去。
”
去年，该院收治了一名身患严重

心脏疾病的泌阳县贫困患者李某，由
于 其 家 庭 特 别 困 难 ，病 情 又 非 常 危
急，接诊医生通过科室向医院申请为
李 某 减 免 了 近 3000 元 的 治 疗 费 用 ，
还组织医务人员举行了为患者李某
捐 款 的 爱 心 活 动 ，共 募 捐 救 助 资 金
3749 元。
“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就要对
病人诚心诚意，全方位地为病人提供
优质服务，这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
基石。”该院心内科二病区赵文艺主任
如是说。
为患者提供一流的医疗、护理服
务，
为患者奉献一腔真情、一片热情，
驻
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深入民心。

“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系列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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