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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王夏红是谁，不仅承担了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脑电
图及癫痫诊治新进展》的执行工作，而且在她的协调下，通
过小小一条网线，将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顿儿童医院癫痫中
心和国内四家医疗机构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高端视频
学习会场，不但提升了我国及我省神经内科专家在脑电图
及癫痫诊治方面的技能，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与国际尖端
脑电图及癫痫专家互动的机会。

王夏红，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郑州市二院）神
经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癫痫及神经电生理实验室主任、
留美访问学者。发表国家级及核心期刊25篇，撰写专著两
部，获省厅级科技成果奖4项。

●一条网线 开启跨越国界高端教学新篇章

10月29日。
国内时间上午8:00，美国时间晚上8:00。
郑州市二院学术报告厅，正在进行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脑电图及癫痫诊治新进展》的授课，与众不同的是，在会场
看不到授课教授，但会场却座无虚席，原来这是一期通过视
频同时启动五个会场的视频授课。授课教授为国际上公认，
在脑电图及癫痫诊治领域具有较高发言权，来自美国哈佛大
学波士顿儿童医院癫痫中心的高立霞博士。据了解，在培训
开始前，王夏红就把高立霞博士的课件提前翻译成了中文。

王夏红介绍，一根网线连接了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儿
童医院癫痫中心的高立霞博士，同时也连接了国内四家医
院，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山西省晋城市人民医院、山东省
济南市中心医院、河南大河医疗集团遂平仁安医院四家医
疗机构。

郑州市二院院长孙世龙说：“这种教学模式开启了我省

跨越国界高端学习的新篇章，更承载了省内众多医学专家对
学习国际尖端医疗技术的渴望。郑州市二院将以此次培训
为契机，以后将举行更多这样高品质的教学，在提升本院职
工参与度的同时，在院内形成一个良好有序的学习氛围，为
中原百姓提供更多高端前沿的健康医疗保障。”

此次培训分两期举行，10月29日是第一期培训，12月
10日为第二期培训。

王夏红告诉记者，两次培训时间的跨度之所以这么长，
主要考虑到，给此次参加培训人员更多在临床实践应用和领
悟所学知识的时间，同时，在临床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及时
进行记录，在下次学习的时候，可以进行有针对性地提问。

●一个愿望 架起提升神经内科医生技能的桥梁

经过多方考核，2011年10月，王夏红作为留美访问学
者来到了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癫痫中心进行交流学
习，学习时间为期两年半。

在学习期间，王夏红发现，波士顿儿童医院癫痫中心
对癫痫疾病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度更系统更全面，对在癫
痫和肌无力领域有强烈求知欲的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时间和资源，一心扑到了学习中。她废寝忘食的学习劲
头，使导师美籍华人高立霞博士赞叹有加，当问起她这样
做的理由时，王夏红说：“当我走出国门的那一刻，我就下
定决心，要珍惜祖国给我的这次学习机会，用我所学来回
报祖国，造福更多的百姓。”

这次谈话之后，王夏红明显感觉到，高立霞博士带教
时，更注意她是否能跟上她所授课的节奏，对需要实践操
作的一些临床技能，高立霞博士不但手把手地教，更拿着
王夏红的手，两人共同感知实践操作时不同点位和时间段
所带来的不同触感，过后两人再一起交流。

王夏红说，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她受益匪浅。她当时

就想，回国之后，只要有机会，她愿意为提升国内神经内科
医生整体诊疗技能，架起一座连通高立霞博士与国内神经
内科医生的学习桥梁。

经过两年的酝酿与筹备，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一份执著 使精准定位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学成归国的王夏红在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一种踏
实感和归属感油然而生。她下定决心，用自己所学对癫痫、
难治性癫痫、脑血管病、脑炎、帕金森氏病、多发性硬化、脊
髓疾病、周围神经病、神经肌肉病、头痛、头晕、失眠、焦虑、
神经系统遗传性等疾病进行病灶精准定位诊断，确定有针
对性的治疗方案快速投入临床使用，惠及更多患者。

任何新生事物的推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推广初期，为了普及临床科室和患者对精准定位诊

断技术的认知度，王夏红制订了一系列与医院各科室联动
的详尽推广计划。为了使推广工作更深入人心，对每次的
推广课程，王夏红都要进行系统的总结，完善下一次的培
训课程，在一次又一次的改进中，在医院各科室的密切配
合下，二个月后，精准定位诊断技术被医院各科室人员所
了解并应用于临床。

面对如此大工作量的付出，王夏红说，在美国生活的
这两年，最大的骄傲是自己是中国人，而且是一名中国共
产党员，那种荣誉感无法用言语来表述，但无私奉献精神
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时刻谨记心头，并付诸行动。回
到郑州市二院，在每次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对她精神
上的升华帮助更大，她认为她更要迎难而上，无愧于自己
共产党员的称号。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份执念与执著，在一年后见到了
成效，王夏红的疾病精准定位技术不但获得了临床其他科
室和患者的一致认同，更得到了行业内专家的高度赞誉。

中原肺结节诊治论坛在郑举办

冬天应该怎么“藏”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项目启动

11月17日至18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安宁疗护高
峰论坛暨国家、省市级继续教育项目学术会议”在郑州
市第九人民医院举办。 （黄敏）

□本报记者 王俊霞

天气越来越冷，饮食不当容易引起腹部
疼痛。一旦出现腹痛，多数人会认为是患了
胃病，其实不然。

警惕
长期胃痛可能不是胃病而是胰腺炎

40多岁的张先生一直胃痛胃胀，食欲不
好，喜欢喝酒，饭量小，大便稀，于是打电话
向在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科二病区上班
的王光昀副主任中医师咨询。听了张先生
的症状描述，王光昀初步判断可能是胃部问
题，但是考虑到，引起腹痛的原因比较多，比
如胰腺炎、胆囊炎等也会有类似症状。王光
昀便建议他来医院做个胃镜检查，胃部若无
问题，应考虑是胰腺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
张先生嫌麻烦，反复请求先吃药看看，由于
是朋友，碍于面子，王光昀就让他先吃健脾

胃的药看看。结果，张先生吃了一段时间的
药，症状虽有所缓解，但始终不能根除。

这引起了王光昀的注意，他强烈建议张
先生来医院做检查。不得已，张先生这才来
到了医院，各项检查过后，正如王光昀所料，
胃镜显示胃部正常，而与胰腺炎相关的三个
指标——血、尿淀粉酶、血清脂肪酶却都偏
高。很明显，张先生患的是慢性胰腺炎。

确诊后，张先生听从建议住院治疗，并
戒酒限烟，清淡饮食，症状很快得到了控制。

王光昀提出，张先生的误诊归结于两个
方面，一方面胰腺炎位于胃的后下部，当腹
部疼痛时很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另一方
面，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不同的人同样的病，
表现症状也会有所差异，而张先生是我的朋
友，考虑到他很忙碍于面子便没有强烈要求
他到医院来就诊，而是在电话里指导他用
药，从而延误了诊断。

“无论有多忙，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
家人，不舒服就不要嫌麻烦。一定要到医院

让大夫面诊。”王光昀提醒大家，胰腺炎容易
控制也容易复发，常常会在暴饮暴食或饮酒
后发作。

提醒
腹痛有多种，鉴别有技巧

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科二病区主任
李鲜教授表示，腹痛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
一，发病原因复杂，疼痛感也不一样，有的腹
痛起病急骤而剧烈，有的起病缓慢而疼痛轻
微，这就要求大夫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认真
全面的问诊和合理的辅助检查，才能确定病
变的部位、性质，对病因作出正确的诊断。

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李鲜教授总
结出几点急腹症的鉴别技巧：

1.肠胃炎：多和饮食不洁、暴饮暴食有
关，伴有恶心、呕吐、腹泻，临床表现为持续
性和阵发性腹痛，上腹部及脐周按压疼痛明
显。

2.胆石症：临床表现为持续性右上腹剧
痛，间歇性加重，向右肩及右背部放射，应考
虑为此症，发病者还常伴有黄疸、发热，发病
年龄以20～40岁多见。

3.胰腺炎：临床表现为持续性中上腹或
左上腹剧痛，多为束带样疼痛（像束带束缚，
往后面拉着疼），常向左后腰部放射，还会伴
有恶心、呕吐、发热。

4.阑尾炎：临床表现为脐周或中上腹部
隐痛，逐渐加重，一小时后转移至右下腹疼
痛，呈持续性或阵发性加剧，伴有恶心、呕
吐，腹泻或者便秘。

5.梗阻：出现常规的腹痛，疼痛感放射到
左肩背时考虑心梗，还会伴有呕吐、腹胀、便
闭。

李鲜提醒大家，其实腹部疼痛是有特点
的，比如肚子疼的腰直不起来，这类疼痛腹
部摸着柔软，病人需要到内科就诊。相反，
肚子疼痛，肚皮发硬，挺着肚子过来看病的
患者，应及时到外科诊治。

天气转冷 警惕腹痛引起的五种疾病

日前，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河南省
远程医学中心、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
任赵杰教授牵头承担的2017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
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基于远程/移动医疗网络的精准医
疗综合服务示范体系建设与推广”项目正式实施启动。

据悉，我国于2015年提出精准医学研究专项并拟投入
90亿美元部署精准医疗战略，立即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
高度重视，2016年精准医学被纳入了“十三五规划”。2016
年和2017年“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共批复97项，从组学
技术、人群队列到信息平台的无缝链条设计，符合我国现代
医学的转变。郑大一附院承担的精准医疗综合服务体系建
设是精准医学的落脚点，项目将推动精准医学体系发展，通
过远程/移动医疗平台的构建完善，将精准医疗防诊治及用
药方案推广到西部省份及边疆区域，对我国医疗服务将产
生重要的变革，更是推动整个中国精准医学发展的关键环
节，项目启动标志着精准医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本项目将通过精准医学综合服务平台中的远程/移动
会诊系统，使患者实现“属地医疗”，有效缓解患者的经济
负担，提升偏远地区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实现学术价值
和临床应用的双重效应；同时，创建可复制推广的精准医
学临床服务的实施路径和“关键技术及产品—综合服务平
台—典型领域示范”的研究体系，形成远程/移动医疗支持
下的精准医疗服务创新链、产业链和服务链。 （闫良生）

11月18日，由郑州人民医院主办的“2017中原肺
结节诊治论坛”在郑州顺利召开。业内知名专家亲临
授课，省内300多名同仁参会，共同探讨了如何推进肺
结节的规范管理、早期诊断、外科手术及术后随访。

据了解，近年来，肺癌呈高发病率、高死亡率势
态。年龄50岁-75岁，长期大量吸烟或被动吸烟，长
期在高污染环境下工作或长期接触烹饪油烟，有癌症
家族史，有慢性肺病的，即为肺癌高危人群。有调查
数据显示，由于长期受到煤气、油烟、二手烟气、汽车
尾气等因素的影响，45岁以上的女性也成了肺癌高危
人群。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戒烟、控制污染等预防措
施以外，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行肺结节筛查。

全国著名医学影像诊断专家、有“东方神眼”之美
誉的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医院张国桢教授表示，肺癌早
诊、早治可显著降低肺癌患者的死亡率。所以肺结节
筛查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对于肺结节最有效的是
低剂量的螺旋CT筛查，这种辐射小，接近胸片，分辨
率比胸片大得多。不过，患者在检查到肺结节后也不
必恐慌，因为大部分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是所有肺
结节都是肺癌。

据悉，郑州人民医院于去年3月成立了肺结节诊治
中心，并在张国桢教授的指导下成立了微小肺癌诊断
分中心，已为11000多例肺癌高危人员免费做了肺结
节筛查。目前，该活动还在持续，符合条件的肺癌高危
人群仍可在郑医免费接受CT肺部检查。 （潘黎黎）

立冬已过，俗话说“秋收冬藏”，冬天的草木花叶
凋零，植物的阳气藏于根部，对于人类来说更是如此，
冬天是沉潜的季节。

1.宜收敛节操。《遵生八笺》里曰：“冬三月，六气十
八侯皆正养脏之令，人当闭精塞神，以厚敛藏。”意思
是说，冬天除去生理上的敛藏，精神上也需要收敛节
操，注意心平气和。

2.宜泡脚、晒太阳。一些中老年体弱者在冬季经
常感到手足冰冷，不妨多晒太阳，帮助经络畅通。而
脚离心脏最远，所以在冬天脚是最先也是最容易凉
的，建议大家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

3.宜早睡晚起。冬天养生强调“无扰乎阳，早卧晚
起，必待日光。”冬季睡眠要充足，适当晚起，可以保证
精神更加充沛。上班族要尽量早睡。冬季的清晨寒
气旺盛，建议大家日出之后再出来晨练，否则寒气入
体，会刺激血压升高，引起身体不适。

4.宜经常通风。冬天室内的空气比室外更加污
浊，要注意时常通风换气。开窗时间以上午 9:00~
11:00或下午2:00~4:00为佳。

5.忌过度夜跑及发汗。冬天忌讳夜跑和发汗。24
小时对照二十四节气，由此看来，晚上九点之后就不
宜跑步了，否则会严重伤阴。而发汗则会扰乱身体收
藏阳气的过程。

6.冬季食疗温补为主。冬天适宜晨起服热粥，晚
餐宜节食，以养胃气。还应当食用一些滋阴潜阳的食
物，如桑椹、桂圆、甲鱼、黑木耳、羊肉、白菜、栗子等。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提醒大家，
冬季食疗可以以温补补虚为主，应遵守“秋冬养阴”原
则。但初入冬天，燥气依旧比较重，食用太过温补的食物
要注意适度，如烹食羊肉时可以加些萝卜调和。 （郑婷）

黄遂柱当选
中华医学会关节镜学组委员

医 卫 快 讯医 卫 快 讯

近日，2017年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骨科学术会议
暨第十二届COA国际学术大会在珠海圆满召开。

作为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镜组副组长和
河南省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大学
附属郑州颐和医院副院长、骨三科主任黄遂柱教授在
关节镜学组的换届选举中，当选为中华医学会骨科学
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关节镜学组委员。

黄遂柱教授是河南省最早开展关节镜和关节置
换手术的专家之一，特别在运动医学领域，系河南省
屈指可数的专家。他长期致力于临床教学，已完成近
5000例关节镜手术，并积极承办关节镜培训班，通过
临床带教及研究生培养，为河南省培养出众多优秀关
节镜医师，为推动河南省运动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 (邢璐）

我省针灸推拿专业/专科联盟成立

近日，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院（以下简称
中医三附院）传来消息，该院医联体—针灸推拿专业/专
科联盟正式成立。来自省内外的181家二级以上医院
及开设针灸推拿专科的基层乡镇卫生院的医院领导、
负责人200余人参加了联盟成立大会。中医三附院院
长张大伟与10家联盟代表单位进行现场签约，并同该
院党委书记周运峰共同为181家联盟单位授牌。

中医三附院作为我省中医医院针灸推拿专业的
龙头单位，同时是大学的针推临床医学院，具有学术
和临床上的综合优势。由该院发起的针灸推拿专业/
专科联盟，为全省针灸推拿专业的发展以及医院间的
合作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将有助于在全省范围内提
高针灸推拿的诊治水平，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便捷、更
专业的诊疗服务。 (任聪颖)

高端对接 我省脑电图及癫痫诊疗技能再提升
——访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脑电图及癫痫诊治新进展》执行者王夏红

日前，郑州市中医院开展了“践行十九大精神，争当技
能标兵”为主题的技能考核活动。图为该院组织近40人
参加的“三基三严”及拔罐项目的技能考核。 （楚萌）

近日，第十一届全国骨病学术
委员会研讨会（换届会议）在郑州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骨
病专家共同探讨骨病治疗领域的
新发现、新技术、新进展。河南亚
太骨病医院院长、医学博士王瑞当
选为第十一届全国骨病学术委员
会主席兼秘书长。 （闫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