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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新闻速递

本报讯（记者 王平）近日，河南省派遣援外医疗队
45周年纪念暨表彰会议在郑州召开。会上播放了我
省援外医疗工作宣传片，并公布了全省援外医疗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由我省派遣组建的中国第 18批援赞比亚医疗队
和杨修义、张晓阳、齐祖宏、郭卫东等 4名队员分别被
国家卫生健康委授予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郑州市卫生计生委等35家单位获得
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李莉莉等61人获得
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今年是我国派遣援外医疗队55周年，也是我省承
派援外医疗队 45周年。45年来，全省援外医疗工作
者积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克服疾病肆虐、战争动乱等
诸多困难，累计向非洲等地发展中国家派遣医疗队55
批 1115人次，诊治受援国群众 680多万人次，开展各
类手术4.6万余台，培养当地医务人员7900多名，成功
开展了巨大肿瘤摘除、断肢再植等高难度手术和微创
手术，实施新技术、新项目 1450多项，建成 3所医院,
大力改善受援国医疗基础设施，推进对口支援项目和
中非远程医疗建设，出色完成了各项援助任务，对增进
中非传统友谊、促进人类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王晓凡）1月3日，记者
从河南省肿瘤医院获悉，为不断提高我省肿瘤急危重症
诊疗水平，为全省肿瘤重症医学及相关专业同道提供交
流学习的平台，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重症医学专业委员
会近日成立。新当选的主任委员、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周东民表示“肿瘤重症医学将为疑难危重症肿瘤
患者提供安全保障，对于他们的救治将有别于普通重症
患者，在免疫、感染、营养等方面存在特殊性”。

当前，我省肿瘤发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从疾病
治疗特点而言，多数肿瘤重症患者往往会由于肿瘤侵
袭、手术创伤、放化疗毒副作用等原因，带有长期存在
或渐进发展的免疫缺陷和代谢异常，极易导致营养消
耗、局部或全身感染、脏器功能衰竭等并发症。“因此，
这部分患者需要严密监测或需要短期各种器官生命支
持，就特别需要让重症医学参与到肿瘤治疗的方案制
定和全程管理中，帮助患者平稳顺利地渡过治疗难
关。”周东民说。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
加快，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内科基础疾
病的高龄肿瘤患者和带瘤生存患者也不断增多。这些
患者由于体质虚弱或伴有其他疾病，自身身体条件难
以维持常规的抗肿瘤治疗，也需要重症医学及时给予
全方位支持。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崔冰心）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午，由国家卫健委脑
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郑州市紧急医疗救
援中心、河南省人民医院共同发布的“郑州
市脑卒中急救地图”正式对外见面。今后，
郑州市各辖区及郊县居民即可通过手机定
位，借助这张地图帮助身边的脑血管病患
者找到最近的医院，从而得到快速、精准、
高效的救治。

根据 2017年《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显
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造成减寿年数的首位
病因，全国 40—74岁人群中首次脑卒中发
病率为 379/10 万，疾病防治形势十分严
峻。郑州市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号召，在全
国卒中急救地图管理平台上成为首批注册
成功的城市。

首批入选本次“地图”的共有 30 家医
院，其中 10家为急救溶栓、取栓定点医院，
20家为急救溶栓定点医院。这些医院覆盖
了郑州全市及郊县地区，并且均通过了国家
卒中急救地图医院资格评审。市民只需通
过微信关注“卒中地图”公众号或关注“郑州
120”公众号的“微急救”服务即可获取这张

“地图”，并可实现自动定位。区域内进行脑

卒中救治的定点医院名称、位置及溶栓、取
栓资格都在“地图”上清晰标注，旨在构建黄
金 1小时救治时空圈，使区域内急性脑血管
病患者以最快速度到达 1所地图医院，打造
区域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4.5小时，
动脉取栓 6—24小时”黄金时间窗内联合救
治网络。

据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脑卒中急救地图正在与中心
急救系统做最后的信息完善，今后，郑州市
紧急医疗呼救调度体系将打破‘谁接诊、谁
接回’的传统急救模式，通过 120调度指挥
员有效早期识别、适当延长受理时间等方
式，让脑卒中患者在最短时间内被转运到
适宜救治的医疗机构，提高急救成功率、有
效率。”

作为本次郑州市脑卒中急救地图的管
理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将每年对地图定点
医院进行评审，用统一标准质控，做好动态
管理。与此同时，医院还将联合郑州120以
及社区医疗机构，借助该院互联智慧网络建
成区域性卒中诊疗系统，实现最大范围的科
学覆盖。目前医院已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
电话：0371—87160963；15515920120。

本报讯(记者 曹萍）2018年 12月 28日，在第五届
郑州市道德模范评选颁奖典礼上，郑州人民医院医护
群体获得“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是此次获奖人员
中唯一的医护群体。

在颁奖环节，大屏播放了短片，展现了郑州人民医
院多名医护人员见义勇为、救助病患的感人画面，现场
不时响起一阵阵掌声，自 2016年 3月以来，该院先后
涌现了21起路边救人的正能量事件。随后，急诊科护
士邵青青、麻醉科医师张训功、门诊药师武天坤、郑东
院区神经内外科护士张曼代表医院医护群体上台领
奖。

“这是一支频繁出现在人们视线的医护群体，无论
是公交车上、值班室里，还是马路边上、如意湖畔……
每个画面，都带给无数人感动和温暖，遇到紧急情况不
假思索、奋勇当先，这是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的善良和习
惯，更是无怨无悔的高尚宣言，这股‘正能量’让人民口
口相传，让城市被爱心感染，这是文明城市一道最美的
风景线。”这是第五届道德模范组委会授予郑州人民医
院医护群体的颁奖词。

据了解，第五届郑州市道德模范评选分为“助人为
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
范”“孝老爱亲模范”五个类别。经过层层筛选，最终从
207位候选人中产生道德模范11名，道德模范提名奖
19名。

我省表彰援外医疗工作
先进集体及个人

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重症
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郑州发布脑卒中急救地图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庞红卫

刚刚过去的 2018年，一部名为《我不是
药神》的电影火遍大江南北，让癌症、抗癌药
等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当
前，癌症仍然是影响全球居民健康的首位病
因。在中国庞大的癌症患者群体中，抗癌药
在国内的可及性及昂贵的药品费曾经是制
约很多患者治疗的两大“拦路虎”。而如今，
国家陆续采取降低关税、优先审评、简化进
口药审批流程、药价谈判等一系列措施来解
决这一难题，越来越多癌症患者“看得起病”
的愿望变为了现实。1月 7日，记者邀请了
河南省肿瘤医院的相关专家，一起来聊聊抗
癌药的那些事儿。

首先来了解下国家层面对抗癌药采取
的“优惠政策”：

第一步——降低关税。根据国务院第4
次常务会议决定，自2018年 5月1日起，对部
分药品进口关税进行调整，取消28项药品的
进口关税。其中绝大多数进口药品、特别是有
实际进口的抗癌药均将实现“零关税”。

第二步——鼓励研发。2018年 12月 22
日，一直由发达国家掌握研发技术的尖端抗
癌药物——特瑞普利单抗（PD-1单抗），获批
在国内上市，定价为进口价40多万元的三分
之一，甚至更低。仅过了5天时间，具有全球
知识产权的国内第二款 PD-1单抗药物“达
伯舒”，也正式获批上市。以上这两类药物主
要用于霍奇金淋巴瘤及黑色素瘤的治疗。

近年来，国家鼓励国内药企研发创新药，
加大对相关产业的扶持力度，并加快药品审
评审批。目前，国家已累计立项肿瘤防治药
物相关课题 703项，中央财政经费为此投入
约25.97亿元，占总立项课题数的近40%。

第三步——药价谈判。早在 2015 年，
国家首次通过药品价格谈判的方式将埃克

替尼（肺癌分子靶向药，“国产易瑞沙”）、吉
非替尼（适用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
肺癌）纳入医保。

2017年，国家再次进行医保准入谈判，
36个药品成功“入围”，其中抗癌药就有 18
个。在这些抗癌药中，涉及西药中的抗肿瘤
药有 15个，覆盖了肺癌、胃癌、乳腺癌、结直
肠癌、淋巴瘤、骨髓瘤等癌种。

2018年 10月 10日，国家新一轮医保谈
判结果揭晓，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17个药品
中，包括 12 个实体肿瘤药和 5 个血液肿瘤
药，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
色素瘤、淋巴瘤等13个癌种。与平均零售价
相比，平均降幅达 56.7%。其中，奥希替尼
（泰瑞沙，一种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
降幅最大，达到71%。

据专家介绍，肺癌位居我国癌症发病例
数首位，每年新发病例约78.1万，其中85%以
上的病例为非小细胞肺癌。在本次降价药品
中，泰瑞沙、吉泰瑞、赛可瑞、赞可达、福可维

等5种抗癌药均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领域，
这对于患者来说大大减轻了医药费用。

其次，抗癌药降价、纳入医保后，究竟能
优惠多少？据省肿瘤医院药学部主任张文
周介绍，以治疗乳腺癌效果明显的进口靶向
药“赫赛汀”为例，正常治疗的话，一名患者
一年约使用14支 440毫克装赫赛汀，按照降
价前每瓶 2.2 万元计算，一年费用为 30.8 万
元。“现在纳入医保报销后，每瓶赫赛汀的价
格为 7600元，正常治疗一年费用降至 10.64
万元，而在中国癌症基金会的相关政策下，
费用还会再降一半，多数患者也就用得起药
了。从我们医院统计的数据看，降价后使用
赫赛汀的人增加了大概1.2倍。”张文周说。

此外，自2017年8月31日我省城市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全面启动、药品实行“零加成”
政策之后，为了保障国家谈判药品的正常供
应、切实保证患者尽早用得上抗癌药品，省肿
瘤医院积极组织货源，提前备足了相关种类
药品，以保证临床患者的用药需要。

说说抗癌药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曹萍

疼痛，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继血压、呼
吸、脉搏、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不
仅仅是一种症状，很多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
种疾病。传统观念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疼痛不是病忍忍就行了，然而，随着疼
痛科医学的不断发展，到疼痛科寻求帮助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于疼痛的治疗康复
也有了很多新的技术和疗法。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疼痛
科有这样一个病人张蕾（化名），年仅27岁的
她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引起了外周神经损伤，
导致小腿外侧疼痛难忍，疼痛无时无刻不在
折磨着她，晚上疼得无法入眠，用她的话说

“就像是被上了酷刑一般在火上炙烤”。张蕾
在医院住院治疗，连过年都没有回家。2018
年3月，医生为她实施了“脊髓电刺激植入”手
术，不到两周，疼痛就神奇般地完全消失了，
张蕾如重获新生一般兴奋不已。

这是我省第一例脊髓电刺激植入术，开了
省内先河、填补了省内空白，为难治性神经病
理性疼痛带来了新的诊治方法和思路。然而，
完成首例手术的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疼痛科
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2016年9月成立，仅
仅两年多的时间，在主任樊肖冲的带领下，引入
并实施了多项全国顶尖技术，在疼痛诊疗领域
取得了很多突破，走在了全省疼痛学科发展的
前列，完成了多个全省第一：全省首例三叉神经
微球囊压迫术、全省首例膝关节周围神经射
频术、全省首例脊髓电刺激植入术、全省首例
周围神经电刺激植入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疼痛科

是同该院郑东院区一同开诊的，开诊之初就设
置了单独病区，共有40张床位，然而很多人并
不看好它的发展。有多年疼痛科诊疗经验的
樊肖冲临危受命，带领年轻的团队开始了在郑
东院区的“创业”。“最初科室就三个医生，另外
还有两个从麻醉科转过来的医生，全都派到全
国最好的医院进行学习，不断摸索实践，从无
到有将技术一项项地开展起来，为病人提供更
多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樊肖冲说。

理念创新、敢闯敢干、善于学习、全心投
入，是这个团队给人最大的印象。从 2016
年 9月开诊，2017年年初，就开展了椎间孔
镜技术，2017年 11月，开展了“鞘内吗啡泵
植入术”，2018年 3月，完成全省第一例“脊
髓电刺激植入术”，作为全新的科室在不断
追赶的同时，也进行了很多开创性的尝试。
如今，科室已经能够全面开展各种慢性疼痛
微创介入治疗技术，三叉神经微球囊压迫术

及射频消融术、脊髓电刺激及外周神经电刺
激植入术、鞘内吗啡泵植入术等更是走在全
省前列，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技术是最好的名片，如今郑大一附院郑
东院区疼痛科的病床已是“一床难求”，2018
年 1月至 11月，疼痛门诊看诊人数19467人
次，同比增长 133%，疼痛病房出院人数
2045人次，同比增长 27.7%，病房疼痛治疗
5082人次，同比增长 42.1%，共完成疼痛微
创介入手术 486台次，越来越多的患者在省
内就可以得到全国顶尖的治疗。

在科室不断发展的同时，科室的所有人
员也都承担起普及疼痛知识、加强与基层交
流的责任。科室定期举办患者教育交流会，
让更多人了解疼痛的相关知识；樊肖冲主任
更是放弃休息，一年时间跑了三十多个县，
把更多疼痛科的诊疗知识和技术送到基层
去，惠及更多的百姓。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李昕 鲁锐

左手拇指、食指握着秤杆，指间夹着一
沓处方，瞟一眼处方上的中药名字，转身在
一百多个小抽屉的调剂柜上迅速找到位置，
拉开抽屉，里面是三种药，右手抓上一把放
在秤盘上，拨动秤砣准确称量后，再平均地
分到调剂台上的十来个不锈钢盘里。一张
中药处方一般有二十味中药左右，这样的动
作要重复二十多次才能完成一服药的调配，
经过复核药师复核后装袋，发送到患者手
中，整个过程大概二十分钟。这就是中药房
调剂药师们每天在重复的工作，他们手中的
秤是一种传统的称量药品的工具，又叫戥
子。

1月 4日，已经临近中午，在河南省中医
院的中药房内，一排整齐的调剂柜前，20多
名调剂药师正在紧张地进行着调配。此时，
医生的病人都快看完了，各科室的中药处方
也都开出来了，到了调剂员最忙碌的时候，
他们要尽快把上午开出的处方调配出来交
给患者。

26岁的药师赵英妮是这里最年轻的调
剂员，已经干了5年。她戴着帽子和口罩，但
还是不时被药中的灰尘呛到，轻咳几声。站

在调剂台和调剂柜之间，她手里握着戥子，
转身、抓药、称重、分药，动作利落干净、一气
呵成。虽然她身后的三组调剂柜，有一百多
个小抽屉、300多种药，但转身抓药时她并没
有半点迟疑，药的位置、每种药的特征早已
烂熟于心。“调剂也是门儿技术活，讲究稳、
准、快，不然这么多处方可怎么办。”赵英妮
笑着说道，扬了扬手里厚厚的一沓处方。“必

须又快又好，不能少药，重量更是要精准，药
的剂量准确才能保证药效。”药学部主任赵
旭说，他曾经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调剂员。

“手中有杆治病救人的秤，心中有杆良心的
秤”，是每个调剂员坚守的信念。

“最多的时候他们每个人一天要处理
100多张处方，整个药房要处理近 2000张，
一天下来调配的药有近四吨。”赵旭说。四

吨药材，堆在一起应该像一座小山了吧，调
剂员在一天的时间里，用手中的戥子一克一
克地将它们称取、调配，组合成一副副治病
救人的良药，让患者带回家中。到河南中医
院看病的有很多外地患者，为了让他们尽快
拿到药，赶上早一班回家的车，调剂员们从
来没有“午休”。“中午都是在药房里匆匆吃
上几口饭，就赶紧去干活了，毕竟那么多患
者都在那等着拿药呢。”王跃华说，他是这里
资历最老的调剂员，已经做了十几年，左手
的食指因为常年握秤杆磨出了厚厚的茧
子。其实不只是他，这是中药房所有调剂员
共同的“印记”，更是他们辛勤付出的见证。

调剂员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调剂柜
和调剂台之间走动，手中握着戥子，眼睛盯着
处方。“有次一天没出药房，手机运动软件显示
步数是30000步，不知道的以为我出去旅游了
呢。”调剂员付喆的话道出了他们的繁忙。重
复劳动、枯燥无味大概是外人眼中对调剂员工
作的印象，其实就连他们自己也会时常有这种
感觉。“有时候确实也觉得挺没意思的，但想想
我调配的药让很多人治好了病，看到外面那些
患者期待的眼神，就有动力了。”付喆说。

中药房目前有35名调剂员，平均年龄在
30岁左右，他们的青春点滴都刻在了手中的
戥子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无悔青春。“黑发
积霜织岁月，戥子无言刻青春。”调剂员鲁锐
的诗句是对他们付出最好的写照。

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疼痛科多项技术填补省内空白

技术创新 让病人少一些疼痛

刻在戥子上的青春

郑州人民医院医护群体
荣获“见义勇为模范”

中药房内繁忙的调剂工作。鲁锐 摄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封宁）2018年12月28
日，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联合中国心血管健康联
盟为全国通过认证的48家心衰单位授牌。其中，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正式被授予中国心衰中心称号。

大会发布了首个国家心衰中心地图，扫描“心衰中
心地图”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即可精确高效搜寻附近心
衰中心，了解医院简介、位置、距离以及适合的交通方式
和路线，同时可在线拨打120，获取心衰急救常识。

据介绍，心衰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其
致死率高、住院率高，且治疗难度高，被称为“心血管病
的最后战场”。

“慢性心衰为进行性疾病，强调早筛早诊，规范治
疗，延缓心衰进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规范心衰的诊治，
让每一位心衰患者均能接受到恰当的治疗，降低心衰
再住院率和死亡率。”郑州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心衰中心的建立，将为心衰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告别门诊挂号就医的单纯方式，通过微信、电话
等多种形式可随时实现与医生的交流，病获得专业的
用药指导，以及饮食、运动、自我管理等多角度的生活
指导；同时建立专属档案，从入院到出院，再到长期随
诊，让医生全面了解您的情况。

郑州中心医院被授予
中国心衰中心称号

医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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