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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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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肿瘤医院

设临床心灵关怀师
免费服务肿瘤患者

宝丰县人民医院

为96岁患者成功置换股骨头

郑州市人体器官移植中心
落户郑州人民医院

健康提醒

乳腺胀痛莫慌
或是生理现象

“白衣天使”挨骂之后

郑大三附院

举办乳腺癌大型健康宣教会

扶贫义诊进乡村

3月11日，郑州市人体器官移植中心成

立暨器官移植学术会议在郑州人民医院举

行。河南省卫计委、郑州市卫计委、郑州人民

医院等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特邀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候

任主任委员、解放军第309医院石炳毅教授；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西安

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薛武军教授；中华医学

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务委员、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张水军教授等到会作学术演讲。

据郑州人民医院院长郝义彬介绍，郑州

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专业已有20多年的发展

历程，医院先后获得了心脏、肝脏、肾脏、小

肠、胰腺5项移植资质，成为全省唯一拥有5

项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医院先

后成功实施了省内首例活体肝移植联合活

体原位肾移植手术、首例小肠移植、首例亲

属活体肾移植、首例成人间活体肝移植、省

内前两例成人间跨血型活体肝移植等，共计

开展器官移植手术2000余例。而郑州市人

体器官移植中心挂牌成立后，将会造福更多

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

据了解，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类终末期器官

衰竭的有效手段，被誉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

目前我国每年器官衰竭患者有100万~150万

人，急需器官移植患者30万人，河南作为我国的

人口大省，心、肝、肾等器官发病率的持续增高，

越来越多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急需器官移植

治疗。而我国于2015年1月1日起已全面停止

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公

民自愿捐献目前成为器官移植医疗的唯一来

源。为解决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自2010年

开始，中国红十字会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

托，共同开展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

(简称DCD)。但由于我国公民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DCD工作任重而道远。

此次在郑州成立人体器官移植中心，一

方面将致力于向精准学科发展方向，进一步

强化、提高传统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率，探索器

官移植微创技术，建立多脏器联合移植手术；

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和死亡率；建立病例资料库和标本库；建立

设施完善的移植实验室，开展科研协作，建成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科研协作平台。另一方面

将持续完善人体器官协调员队伍建设，科学

普及捐献知识，促进我省器官捐献事业的发

展。

（本报记者郭培远 通讯员金雨姗）

更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将重获新生的希望

新乡渠东办事处多举措加强党建工作

新乡市红旗区渠东办事处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一是落

实“两个责任强化年”要求，健全管党治党

问责机制；二是对所有党员进行名卡登

记，完善党员队伍管理；三是加强对重大

问题的决策监督和制约，规范党员干部行

为；四是层层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

健全基层党建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邢喜胜）

我消费 我做主

在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郑州市杜

庄小学以“我消费，我做主”为主题组织了

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通过消费者权

益日的系列活动，同学们增强了消费安全

意识，增加了消费常识，为今后更加普遍、

广泛的消费打下基础。人人倡导健康消

费理念，共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张传丽）

关注健康 远离疾病

为让广大师生了解春季传染病的相

关知识，增强师生预防传染病的意识，郑

州市杜庄小学为师生们作了春季常见传

染病防治知识专题讲座。本次活动使师

生们掌握了春季多发病的预防知识，提高

了师生对传染性疾病的防范意识，促进了

师生健康行为习惯的养成。

（张传丽）

“老人都这样了，你还护理个啥，滚滚

滚……”日前，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一病区，一患者家属正对着一名年轻

的护士大发脾气，而这名护士仍忍泪含笑，

用心护理着患者。

这个护士名叫侯苗，正在护理的是一名

72岁的老人，而发脾气的正是老人的孙子。

据侯苗所在科室护士长讲，患者当初因

急性大面积梗塞住院治疗，入院时神志不清，

生命特征极其不稳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她

的儿女们几乎放弃救治的希望。

为了护理好老人，让老人早日康复，侯苗

细心地为老人制定了详细的护理服务措施，

每隔一小时就为老人翻身、叩背、吸痰、换尿

布；看到老人口中痰已结痂，这位姑娘不嫌

脏、不觉累，拿着棉签小心地为老人擦洗……

由于老人长时间卧床，易导致皮肤生疮，

为此，心急如焚的侯苗建议为患者铺上电动

气垫床。但由于老人极其虚弱，稍一动就哼

哼不已，患者的孙子见状情绪波动非常大，认

为侯苗护理不周，且医院变着法儿多收费，于

是对她大声呵斥，让其立马走开。

生气、委屈、愤怒……侯苗的泪水决堤

而出。她一转身跑出病房，可没走几步，又折

身转了回去，她想到自己是一名护士，护理好

病人是自己的职责，况且病人和家属身受病

痛和心灵的折磨，难免一时情绪过激，自己不

能因为受了一点委屈就对病人不管不顾。她

稍稍整理了一下情绪，忍着泪向患者家属含

笑解释：“我是真心地把每位病人当成自己的

亲人，这次换床主要是怕老奶奶身上生褥疮

和溃烂，那样，你们这些家人不仅花费更大，

老人也更加受罪。”

听了侯苗的一席话，老太太的孙子顿时

羞愧满面，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误

解了。”这时，病房里的患者和家属也都连连

称赞：“真是位好姑娘！”

自这场特殊的“邂逅”以后，患者家属对

侯苗更信任了，每次有什么疑问，都会第一时

间找她，侯苗也都竭尽全力地帮助解决。前

几日，老人康复要出院了。临出院之际，老太

太的孙子怀着愧疚的心情再次向侯苗道歉。

侯苗真诚地说：“没什么，只要我们的工作能

得到患者和家属的理解，我们就感觉值。”

(陈建平韩鑫颖)

面对癌症，很多患者都会出

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进而影

响疾病的治疗效果。为了帮助肿

瘤患者走出心理阴霾，近日，香港

临床牧关教育及教牧辅导协会与

河南省肿瘤医院签订协议，将在

两年内对40名护理人员进行心

灵关怀培训，使其为患者带去舒

缓温馨的护理服务，为癌症病人

营造“心灵驿站”。

所谓临床心灵关怀，是指医

护人员针对患者患病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负面心理情绪问题，提供

专业的、整体的情感与精神支持

和帮助，其中包括：临终关怀、危

机辅导、哀伤辅导、家庭及社会关

系辅导、异常心理辅导、医学伦

理、医患沟通技巧等方面。

心灵关怀在国外发达国家已

较为普遍，香港等地也已有较成

熟的经验，但在内地却属新生事

物。考虑到其对肿瘤患者的必要

性，2016年2月29日，河南省肿

瘤医院正式与香港临床牧关教育

及教牧辅导协会签约，率先将临

床心灵关怀项目及模式引入河

南。

据香港临床牧关教育及教牧

辅导协会会长林锦涛介绍，签约

后的两年内，香港临床牧关教育

及教牧辅导协会每年将选派1～

2名具备相应教学督导执照的导

师，到省肿瘤医院进行3次培训，

每次5个工作日，学员业余时间

将在医院担任心灵关怀临床实习

工作。

（本报记者 李海旭 通讯员

王晓凡）

3月12日，“关爱乳房 健康

相约粉红3月”第三届乳癌患者

沙龙暨大型健康宣教会在郑大三

附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乳腺二

科举行，活动吸引了200余名女

性朋友前来参加。

乳腺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

的常见恶性肿瘤，日益严峻的发

病情况给乳腺癌防治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郑大三附院举办此

次活动，旨在通过搭建交流平台，

加强医院专家与病友之间的沟通

交流，加强乳腺癌患者的全程管

理，更好地为乳腺癌患者服务，帮

助患者实现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恢

复。

会议现场，该院乳腺科贾国

丛主任作了《乳腺癌患者全程管

理理念及常见乳腺疾病防治》的

专题讲解。讲座结束后，患者们

与专家零距离互动，就平时碰到

的一些疑问进行了咨询。部分乳

腺癌康复病友在活动中分享了自

己的康复历程，以亲身经历传授

大家与乳腺癌抗争的经验和心路

历程。

据了解，该活动已成功举办

数届，为医患之间搭建了一个交

流平台，在医护人员、患者和群众

中颇具影响力，已成为郑大三附

院乳腺癌知识科普宣教的品牌活

动。

（本报记者 李海旭 通讯员

杨红星)

近日，宝丰县人民医院骨一

科成功为96岁右股骨颈骨折患

者，进行了股骨头置换手术，目

前，老人精神状态良好，已能下床

行走。此次高龄病人股骨头置换

成功，标志着该院骨一科的医疗

技术和处理能力显著提升。

据悉，患者齐大娘因外伤后

右髋部疼痛，不能走动，到宝丰县

人民医院骨一科就诊，被诊断为

右股骨颈骨折。若采用保守治

疗，会落下残疾，患者长期卧床易

导致身体器官功能衰退，出现褥

疮、肺部及泌尿系统感染等并发

症，危及患者生命。实施股骨头

置换手术是唯一积极的治疗方

案。但齐老太已有96岁高龄，且

有高血压、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

压、腔隙性脑梗塞和重度骨质疏

松症，若进行人工关节置换，术中

风险极高，须考虑麻醉刺激、术中

出血、术后并发症等多重因素。

为保证手术顺利进行，宝丰

县人民医院骨一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邝之义和主治医师孙选峰等

医护人员根据患者情况，制订了

详细的治疗方案及应急处理方

案，并邀请该院内分泌科、神经内

二科和心血管内科专家进行会诊

和术前评估，完善了各项相关检

查，排除了手术禁忌。

手术中，在各科医护人员的

相互配合下，邝之义带领手术组

克服了术中出血等关键因素，快

速完成了人工关节置换术。术

后，骨一科安排专人陪护，随时监

测患者生命体征变化，及时处理

术后情况。目前，患者已度过疼

痛关，无感染、血栓等症状出现，

精神状态良好，并开始练习下地

行走。

（牛国永）

“这个讲座办得真不赖，解决

了我工作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难

题。”日前，焦作市神经外科学术

交流会在温县人民医院举行，来

自天津、西安和焦作等地知名医

院的专家教授，为温县县乡医务

工作者作了一场精彩的神经外科

学术讲座，大家纷纷表示获益匪

浅。

据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乡村百姓有疑难病症或大病

纷纷投奔大医院求救就诊，大医

院人满为患，而乡村医院却门可

罗雀。为实现有序就诊，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同时也

提高基层医院医生的诊疗水平，

温县人民医院决定通过各种形

式，为县乡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

就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妇科等

患者就诊人数多、诊断难度大的

专业进行培训。

交流会上，来自天津环湖医

院的张国斌、梁思泉教授，西安唐

都医院的李立宏、邓剑平和李维

新教授等专家先后作了《高颅压

的病理生理与临床诊治》、《神经

外科医生开展脊柱内固定手术的

合理性和必要性》等神经外科有

关新技术的专题报告，并就疑难

病例与参会者进行深入的讨论。

温县50多名县乡医生聆听了专

家教授的讲课。 （任怀江）

3月14日，濮阳县人民医院组织10余名医务人员到帮扶村梨园乡樊长治村开展扶贫义诊活动，免费为贫困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做心电图，并现

场接受群众咨询，向群众讲授保健知识。当日，共义诊群众近200人次，做心电图100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材料2000余份。赵少辉 李亚辉 摄

两个女娃娃，同是11岁，同患一种罕见

的胰腺肿瘤，同住一家医院、一间病房，最终，

同一个专家团队用不同手术方式，分别为她

们切除肿瘤，使她们先后康复出院，重返校

园。日前，这样的巧事发生在河南省肿瘤医

院肝胆胰科三病区。

来自福建的欣欣（化名），半月前出现上

腹部疼痛，经当地医院诊断，其胰腺体尾部有

一大小为6cm×5cm的占位，考虑胰母细胞

瘤，于是欣欣的父母赶紧带她找到省肿瘤医院

肝胆胰科黄涛主任。综合分析病情后，黄涛主

任认为，该患儿胰腺占位是胰腺实性假乳头状

瘤，因肿瘤与脾脏动静脉关系密切，常规应该

行胰体尾加脾脏切除。考虑到欣欣年龄小，脾

脏切除后可能会降低机体抗感染和抗肿瘤免

疫功能，加之肿瘤属于低度恶性，因此，黄主任

决定为其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

手术难度很大，在麻醉医生和手术室护

士的配合下，黄涛主任和助手小心翼翼地将

胰腺和脾动静脉之间的血管分支一一解剖、

结扎、离断，直至将胰体尾和肿瘤切除。手术

历时2个小时，出血仅70毫升。

而来自鹤壁的妍妍（化名），因胰头部有

一个8cm×7cm的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需

行胰头十二指肠切除。

众所周知，胰头十二指肠切除术是腹部

外科最大的手术之一，需要切除部分胃、十二

指肠，部分空肠，胆囊，部分胆管、胰头，极易

发生严重的并发症胰漏，而且一旦出现胰漏，

死亡率极高，一般医院很少开展这样的手术，

更别提患者年仅11岁。

为确保手术顺利进行，黄涛和他的团队

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在全麻下为妍妍实施

了该院年龄最小的胰头十二指肠切除术，并

根据妍妍胰腺小、质地软、胰管纤细等特点，

采用了改进的胰腺残端吻合方式。手术历时

3小时，术中出血仅100毫升，术后也没有胰

漏等并发症发生。

目前，两个孩子都已痊愈出院。

据黄涛主任介绍，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

是一种发病率较低、较为罕见的胰腺外分泌

肿瘤，多发于年轻女性，儿童、老年和男性少

见，属低度恶性肿瘤。该病发作时多表现为

上腹部肿块或上腹部疼痛，也有一些患者仅

表现为上腹部不适或有疲劳感，甚至有的患

者无任何临床症状。

黄涛提醒，由于该病发病率低，一般各项

生化检查均正常，所以术前诊断较为困难，容

易误诊。但该肿瘤手术切除预后良好，因此

一旦确诊，需尽快手术。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王晓凡）

有些未婚女青年觉得乳腺有点胀痛，摸

起来有疙瘩，就认为长了肿瘤，惶惶不可终

日。要知道，15~25岁的姑娘，乳腺腺体增生

旺盛，腺体逐渐增厚、乳腺饱满，而脂肪组织

相对较少。因此厚薄不均，富有颗粒感，常有

胀痛或压痛，尤以月经来潮前最明显，这种现

象的乳腺叫做青春期乳腺，是一种生理现象，

不可当成乳腺增生病。

有些已婚或高龄未婚妇女，从未生育或

从未哺乳，乳腺内的腺体退化不良，腺体被脂

肪所取代的生理过程进展缓慢或快慢不等，

因而腺体也厚薄不均，软硬不一，摸起来有疙

疙瘩瘩的感觉，这种腺体退化不良属于生理

性肥厚，叫做腺体性乳腺，不要戴上增生病的

帽子。

不过，乳腺的任何疾病都可以表现为乳

腺肿块，最常见的疾病有三种：纤维腺瘤是常

发生在15~25岁女性身上的良性肿瘤。肿块

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清楚，活动度大。该瘤

生长缓慢，一般长到胡桃大小就停止生长

了。大多为一个，少数也可双侧多发，一般主

张早期手术切除，并做病理检查。

乳腺增生病是中年妇女最常见的乳腺疾

病，增生病肿块多是双侧的，摸起来不甚清

楚，呈片块状，质地坚韧，有的表面呈结节状，

软硬不一。局部有胀痛或刺痛，并向肩背、腋

下或上肢放射。肿块在一段时期内不变或时

大时小。一般是月经前、生气或劳累后肿块

增大，休息或月经后变小，但不消失。数年后

可自行缓解，也可反复发作。绝经后，多数增

生病自然消退。

乳腺癌多发生在中年后，但近年有年轻

化倾向，应予注意。其肿块是症状不明显的

单发结节、质地坚硬、活动度差，边界不太清

楚，形态不规则，有的肿块表面皮肤会像橘子

皮样凹凸不平，严重者成晚期乳腺癌。由于

癌组织浸润，淋巴回流受阻和血液循环受到

影响，癌肿破溃形成菜花状溃疡。乳腺癌一

经确诊，应及早手术，再配合化疗或放疗。

(马晓琼)

温县人民医院

邀请专家授课
助基层医院“脱贫”

医患故事

俩11岁女孩同患胰腺肿瘤
省肿瘤医院专家妙手巧摘除

技术点击

3月8日，在35kV张楼变电站预试

作业现场，工作负责人吴献亭正在帮助

班组里的青年员工分析施工现场危险

点，认真交代施工注意事项。

为快速提升青年员工专业技术水

平，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平舆县供

电公司把此次春检工作现场作为难得的

教练场，采取现场教学法，将学习课堂搬

进施工现场，现场授课，讲解安全知识与

施工中的注意事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促进知识、技术的双提升。

该公司针对各部门新进青年员工制

定了详细的安全培训计划，指定专人负

责现场授课，并定期形成书面总结报告，

共同交流学习心得，在职工中牢牢树立

了安全第一的思想，形成了人人注意安

全、人人为安全负责的良好习惯。

（石珂珂）

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
现场教学
提升青工技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