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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全方位、全周期’的健
康管理理念，即覆盖癌症早期预
防及高危筛查、急病期多学科规
范化诊疗、慢病期跨学科健康管
理，这种健康管理着眼于患者整
体健康，是强调以患者为中心，
全方位、跨学科的健康管理。

徐兵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肖婧菁 冀慧丽）记者 10
月 8日获悉，为了解决和改善部分贫困患者的就医资金困
难、让更多基层医生掌握最新的医疗技术，由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联合河南省慈善总会共同发起的“道健基金”在郑
州启动，即日起开始接受救助申请。

根据救助方案，凡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就诊并住
院治疗的全省低保和低收入对象、开具有二级贫困证明的
患者、家境贫寒的重大疾病患者、残疾人及优抚对象，即可
在该院申请“道健基金”。患者经合规医保报销后的自付费
用部分可享基金救助，减轻看病负担。

该院院长曹晓强表示，“道健基金”的正式启动，一方面
要秉承帮扶理念，在大病救助及困难群众救助上开展帮扶，
另一方面要在基层医疗机构和人员的培养及学术交流上开
展一系列活动，促进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据了解，该院
已一次性向省慈善总会捐赠 30万元作为该项基金的启动
基金，下一步将陆续增加基金额，并通过在全院举办捐助公
益活动等，帮助更多贫困患者解决就医难题。

权威发布

我省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一年

医院收支结构优化 患者就医负担减轻

本报讯（记者 曹萍）记者 10月 8日从郑州人民医院
近期主办的“2018中原肺结节诊治论坛”上获悉，我省肺
癌高危人群可到该院免费进行肺部结节筛查。

“所有的肺癌都是由肺结节发展而来的，通过肺部CT
及时发现结节，并精确鉴别和诊断其性质，可实现端口前
移，有效阻击肺癌。”郑州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杨玉伦介绍，
有以下人群被列为肺癌高危人群：年龄45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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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慢性肺病的人，建议以上这
部分人群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肺结节筛查。“只要满足高危条
件中的两条，我省群众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到医院进行免费
筛查，此活动将长期进行。”杨玉伦说。对于筛查出的肺结
节患者，医院会进行诊断分级、定期随访，如果高度怀疑癌
症，及时进行干预。“查出肺结节也不必恐慌，大部分都是良
性的，只有不到10%是恶性的，肺部感染、免疫系统疾病等
也会造成肺部结节。”杨玉伦提醒说。

论坛上，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医院的著名医学影像诊
断专家张国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陈椿，
郑州人民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杨玉伦等围绕早期微
小肺癌影像诊断与鉴别、肺结节的 CT影像特征及误诊分
析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总结分享肺结节筛查及诊治工作
取得的经验与体会，共同探讨目前肺癌的早诊早治存在
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道健基金”救助贫困患者

中原肺结节诊治论坛在郑举行

□本报记者 王平

“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发现，蜂胶的抗癌
作用已经经过临床检验，确有其效。”近日，
由中美（河南）荷美尔肿瘤研究院、河南省
肿瘤医院主办的第九届中美癌症研究前沿
论坛上，国际食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士、台
湾营养学会名誉会长王进崑分享了他在癌
症研究领域的新发现，引来不少参会人士的
兴趣。

蜂胶是一种产自多种植物的蜡状物，富
含多酚类物质，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据了
解，十几年前，王进崑的研究团队就开始研
究蜂胶的抗癌作用。“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蜂
胶的抗炎作用十分突出，甚至优于很多抗生
素。”王进崑说，口腔癌患者最大的痛苦就是
持续不愈合的口腔溃疡，但辅助使用蜂胶治
疗后，患者久久不愈的口腔溃疡慢慢开始愈
合，肿瘤标志物数值也不断下降，患者生存
时间和生活质量得到提高。除此之外，研究
人员还发现蜂胶对胃癌和胃溃疡也有防治
作用。

同时，王进崑坦言，虽然经过长期的临
床试验确认了蜂胶的抗癌疗效，但其起效剂
量和起效物质尚不明确。更重要的是，由于
蜂胶无法实现标准化生产，不同地区蜂胶的
效果是否一样也尚不能确定。就目前来讲，
研究人员经过对比发现，巴西的蜂胶抗癌效
果更好，究其原因是巴西有大面积的桉树，
蜜蜂采集桉树花蜜产生的蜂胶含有某些物
质可以抗癌。他表示：“蜂胶在当前的癌症
治疗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如果想仅仅依靠
蜂胶治疗癌症，
还不现实。”

王 进 崑 提
醒，并非所有人
都 适 合 吃 蜂 胶
抗 癌 。 由 于 蜂
胶 富 含 雌 性 激
素，因此对于乳
腺 癌 患 者 要 控
制摄入量。

□本报记者 王平

2017年8月31日，我省在前期6个试点
城市的基础上，对省直和11个省辖市的284
家城市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
片除外），全面推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终结了60多年的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

如今，这项改革成效如何？记者10月8
日从省卫计委获悉，一年多来，我省各地各
部门按照“改体制、建机制、优秩序、控费用、
强考核”的要求，统筹推进管理、补偿、价格、
人事薪酬、药品招采、考核监管等体制机制
改革，改革整体运行平稳，收支结构优化，服
务效率提升，运行机制平稳转换，患者实际
报销比例保持稳定，就医负担减轻。

破除以药补医是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迈出的关键一步，而改革之后的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补偿成为改革的核心环节。根据
最新统计，本次启动改革的284家城市公立
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率为 88.23%，
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总的来说，医疗收支结
构呈现“两降两升”变化。其中，医院药占比
达33.55%，同比下降4.56个百分点；百元医
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费
达30.56元，同比下降1.61元；改革之后的医

务性收入占比达26.32%，同比上升3.05个百
分点，人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总支出比例达
31.46%，同比上升0.98个百分点。患者看病
费用降低，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提升。

与此同时，医疗服务数量和效率持续
提升。其中，医院门急诊量达7509.65万人
次，同比上升 9.57%；出院 465.61 万人次，
同比上升11.22%；患者平均住院日10.96天，
同比缩短 0.5天；床位使用率 95.02%，同比
增长 1.11 个百分点。另据统计，我省城乡
居民医保实际住院报销比例达 45.88%，同
比上升0.3个百分点，百姓就医负担进一步
减轻。

以破除以药补医为切入点的改革，最
终是要建立新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这一
年，我省公立医院公益性办院方向越发凸
显。各级医院认真履行公共卫生、健康扶
贫、援疆、援外等政府指令性任务，通过对
口支援、远程医疗等措施，着力提升基层服
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开
展惠民便民和预约诊疗服务，百姓就医体
验得到很大改善，医院整体运行态势良好。

而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少
数医院价格调整不到位、分级诊疗就医格
局尚未良好形成、医院精细化管理尚未完
善等问题。“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深化医改
工作的重中之重。下一步，省卫计委将认
真贯彻落实今年全国深化医改电视电话会

议和全省深化医改暨健康扶贫现场会议精
神，大力推动‘四医’联动改革，持续巩固取
消药品加成改革成果，进一步协调完善公
立医院补偿机制。”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改革将通过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整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等，加快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健全综合监管
措施、加强医疗控费管理、强化绩效考核评
价，从而建立完善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
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着
力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
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

蜂胶或将缓解
口腔癌患者病情进展

热点关注

新闻速递

□本报记者 曹萍

每三秒钟，世界上就会增加一名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9月 21日是第 25个世界
阿尔茨海默病日，“记忆三秒钟”是今年的
主题,郑州市中心医院豫欣老年病医院举
行了大型义诊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咨询。近些年，虽然公众对于这个病的知
晓率已经达95%以上，然而能够敏感地识
别其早期症状的只有不到20%，更多的患
者被当成了“老糊涂”，没有及时就诊。专
家提醒，破除常见误区，早发现、早治疗，
才能留住老人最后一抹记忆。

“明明刚喂过孙子，一会儿又到厨房

盛一碗说，赶紧吃饭。出现几次这种情
况，感觉有些不对劲儿。”9月 20日，在郑
州市中心医院豫欣老年病医院记忆门诊，
张先生带着年近 70岁的父亲前来就诊。

“这是阿尔茨海默病典型的早期症状，刚
刚发生的事儿就忘了，反复说同样的话、
做同一件事儿、偶尔会忘记家人名字等。”
该院老年二病区主任赵美英说。

人老了就是容易忘事儿。很多人觉得
这是自然衰老，不用大惊小怪，其实不然。

“良性健忘通过提醒是能够回忆起来的。
但如果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怎么提醒他都
想不起来，而且会伴随性格、行为的变化。”
赵美英提醒说，目前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超过1000万，平均生存期5.5年，已经成
为继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癌症之后，危害
老年人健康的“第四大杀手”。

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不只是“忘事儿”
这么简单，如果任由病情发展，还会危及生
命。“患者会逐渐出现迷路、走失、不认识家
人、打人骂人、总往外走、晚上不睡觉等精神
异常行为，最后发展到大小便失禁、各脏器
功能衰竭等。”赵美英说，虽然现在没有办法
完全治愈，但是及早干预能有效缓解病情发
展。老人应该多用脑，做些叩齿、手指运动
等健脑活动，不要用铝制炊具，饮食上多补
充维生素B、维生素E和叶酸，戒烟戒酒；超
过60岁可以每年做个“记忆体检”。

勿对“老糊涂”掉以轻心

□本报记者 王平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乳腺癌发病率位居
我国女性恶性肿瘤首位，且以每年2%的速度
递增。“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提高生存率旨
在整合医疗资源，实现跨领域管理患者整体
健康的效益最大化，从而提升患者预后整体
健康水平。”近日，在郑州举行的第二届中国
乳腺癌全方位、全周期管理论坛上，来自省内
外多个知名医疗机构的专家结合河南乳腺癌
发病趋势及诊治现状，为乳腺癌患者提供“全
方位、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建言献策，为实现
疾病治疗与整体健康管理这一“两全其美”的
乳腺癌慢病管理新策略落地助力。

自2005年我国开展多学科参与乳腺癌
诊治，到 2010年乳腺癌全程管理概念的建
立，我国乳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已达到
83.2%，女性乳腺癌死亡率降低了39%。

“伴随乳腺癌筛查的日益普及和治疗
规范化的不断提升，我国乳腺癌患者五年

生存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
小。而对于伴随疾病的防控与主动管理，
乃至整体健康水平随诊评估，成为影响患
者预后的关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内科主任徐兵河指出：“癌症患者‘全方位、
全周期’的健康管理理念，即覆盖癌症早期

预防及高危筛查、急病期多学科规范化诊
疗、慢病期跨学科健康管理，这种健康管理
着眼于患者整体健康，是强调以患者为中
心，全方位、跨学科的健康管理。”

河南省肿瘤医院院长张建功表示，作
为医院管理层，应给予临床团队三项主要
支持。首先要遵循乳腺癌治疗以及健康管
理规律，并结合患者需求，制定完善临床服
务和管理标准；其次，要推动建立一支专业
的随访管理队伍；最后，要通过健康教育等
形式，普及关于疾病的宣传教育，提升患者
乃至大众对疾病的正确认知，带动更多人
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疾病的防控与健康管理
中来。

省肿瘤医院乳腺科主任医师崔树德说：
“目前乳腺癌早期筛查主要通过超声和X线
两种手段，两者相结合可将大部分尚未出现
临床症状的早期乳腺癌检出。”该院乳腺科主
任刘真真介绍：“乳腺癌患者往往伴随心血管
疾病、骨代谢异常和精神心理问题。因此，要
通过患者、家庭与跨领域医生的共同努力，促
进患者预后。”

大量乳腺癌患者在慢病期将接受 5到

10年的内分泌治疗，此过程中多种因素影
响使乳腺癌患者常易伴随血脂异常、骨代
谢异常、骨质疏松等，严重影响乳腺癌患者
的生存质量。对此，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兼胸痛中心主任余宏伟认为，在为
乳腺癌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时，应尽可能选
择对血脂影响小的药物，并根据相关指南
密切监测患者血脂水平，必要时给予他汀
类药物控制血LDL-C水平。

河南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高嵩涛建
议，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须根据患者个体情况
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督促患者定期复查、定时
进行骨质疏松标志物监测、骨密度测量，同时
注意适量的活动和饮食、戒烟戒酒，尤其对于
女性还要尽量避免或减少激素摄入。

调查显示，有 50%—60%的早期乳腺
癌患者伴随精神抑郁和焦虑。省人民医院
心理医学科孟焱指出，“给予癌症患者更多
人性化关怀应从疾病的治疗早期就对患者
由心理变化引发的心理或精神问题进行针
对性地干预，并结合健康教育、认知治疗、
心理支持治疗、心理药物治疗等手段，从肿
瘤心理学角度进行全方位管理”。

9月21日，郑州市中心医院豫欣老年病医院举办“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大型义诊活动，医护人员在讲解手指操要领。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让乳腺癌患者拥有“两全其美”的健康管理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李金龙）为大力发展慈善
事业，9月 14日—25日，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全院职工
开展慈善捐款活动。医院领导班子带头捐款，全院干部职
工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用实际行动共同关心、共同参
与、共同支持慈善事业。

活动中，全院干部职工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共捐款
54650元，款项很快汇到了郑州市慈善总会。

据了解，该院于2017年成立了“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
幼健康”慈善救助基金，今年又注资20万元，继续为郑州市
低保贫困、失独家庭进行辅助生殖救助，为 0—6周岁贫困
脑损伤、脑瘫的住院儿童提供更多救助。此基金主要用于
救助户籍为郑州市并持有有效低保证、低收入证或贫困证
明(原件)、失独相关证明（特殊服务证)，0—6周岁患有脑损
伤综合征（中枢协调障碍）、脑瘫的住院儿童家庭；河南省户
籍地（居住地）开具生活困难证明的家庭进行辅助生殖（仅
限试管婴儿）的女性患者；0—3岁苯丙酮尿症患儿等。

本报讯（记者 王平）10月 8日,记者从河南省人民医
院获悉，由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医院主办的“首届少林
国际神经外科大会暨2018中原脑血管病论坛”将于11月 9
日~11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据了解，论坛将设立6个分会场、16个论坛板块和8个
培训班，届时将有 40多位国际神经外科、神经介入顶尖专
家以及多位国内知名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
郑州，以主题演讲、病理讨论、手术录播、论文评选等多种形
式，就相关专业最新进展和热点问题与参会人士展开学术
交流与探讨。享誉全球的 JUHA国际神经外科中心主任
尤哈·赫内斯涅米也将出席本次论坛并进行学术讲座或手
术直播。

首届少林国际神经外科大会11月召开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慈善救助基金帮扶贫困妇女儿童

本报讯（记者 王平）10月 8日，记者从省卫计委科技
教育处获悉，根据 2018年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卫生健康人
才培养项目安排，省卫计委印发《2018年县级医院骨干专
科医师培训项目实施方案》，计划用一年时间，为全省县级
医院培训骨干专科医师51名，以缓解基层地区专科医师短
缺问题，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次招录的培训对象为县级医院
取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培训内容涉及呼吸
与危重症学、心血管病学、妇产科学、超声诊断学等 4个临
床专业。参加培训的对象必须从事以上相对应的临床专
业；培训时间为1年，脱产学习。

我省共有五家医院承担本次项目的培训任务，分别是
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和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
院。培训将采取实地培训和线上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培训
结束后，省卫计委将对培训对象进行理论、实践技能考核，
考核合格者将统一颁发培训合格证。

派出单位要确保培训对象在培训期间的人事（劳动）、
工资关系不变。同时，中央财政对本次培训工作给予补助
资金支持，每人每年1.5万元，主要用于教学实践活动和师
资带教补助等。

县级医院骨干专科医师培训启动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总体平衡

88.23%
省直和11个省辖市的284家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
偿率为88.23%，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医疗服务数量和效率持续提升

7509.65万人次
医院门急诊7509.65万人次，同比上升9.57%
出院465.61万人次，同比上升11.22%

95.02%
患者平均住院日10.96天，同比缩短0.5天
床位使用率95.02%，同比增长1.11个百分点

医疗收支结构呈现“两降两升”变化

●医院药占比33.55%，同比下降4.56个百分点
●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费 30.56元，
同比下降 1.61元
●医务性收入占比 26.32%，同比上升 3.05个百分点，人员经
费支出占业务总支出比例达31.46%，同比上升0.98个百分点制图/党瑶

医学前沿 关注第25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