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重点提示：
●儿童拍X光片时应避开甲状腺
部位
●锻炼身体提高身体抵抗力
●妇女怀孕前应检查甲状腺功能
●学会快速化解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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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

获2016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奖

“桑拿天”感冒用药须对症

案例

患者小李是一位20岁出头的翩翩少年，因

为一次饮酒后四肢无力来到郑州大学五附院

就诊。经过超声诊断科程亚南医师的检查，发

现该患者的甲状腺多发钙化和颈部淋巴结肿

大，会诊后确诊为没有结节的甲状腺癌——一

种非常罕见的弥漫性硬化型甲状腺乳头状癌

合并颈部淋巴结转移，建议马上进行穿刺活检

以明确诊断。随后，病理科孙海斌主任亲自到

超声诊断科为患者做了超声引导下的细针穿

刺，病理检查结果完全证实对其的判断。

专家剖析
甲状腺癌要早发现、早治疗

弥漫硬化型甲状腺乳头状癌（DSPTC）是

甲状腺乳头状癌（PTC）的一个特殊亚型，占

所有甲状腺乳头状癌的1%~5%，主要发生于

35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女性明显多于男

性。DSPTC是为数不多的不显示为具体结

节，仅显示甲状腺实质的弥漫性病变，较易被

漏诊。该病预后较差，生长较快且呈侵袭性，

据手术资料显示多数（90%）患者都合并有颈

部淋巴结转移。

什么是甲状腺结节？杨主任说，健康的

甲状腺两边很光滑，软软的很均匀。但是如

果长了结节的话，甲状腺里面的细胞出现变

异就形成一个块，医学上叫结节。甲状腺结

节形态比较丰富，在甲状腺的左、右、峡部都

可以长结节，可单发，可多发，也可大可小。

什么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是甲状腺的

一种恶性肿瘤，约占全身所有恶性肿瘤的

1%，比例不高，但是属于最为常见的内分泌

系统的恶性肿瘤。甲状腺癌分好几种类型，

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约占所有甲

状腺癌的90%。甲状腺癌跟其他的癌症相比

较发展速度较慢，治疗效果也很好，通过治疗

绝大多数患者寿命没有明显影响。因此，甲

状腺癌的防治要点就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甲状腺癌“偏爱”年轻人

甲状腺癌的中位发病年龄在30多岁。

据国外统计显示，20岁至30岁年龄段是甲状

腺癌检出率的第一位；45岁以上如果被诊断

患上甲状腺癌，则患者面临的风险较大，须紧

急治疗。

如果在儿童期做过放射性治疗，之后又

出现甲状腺结节就要高度重视，定期随访，防

止恶变。保护甲状腺要做到关键几点：拍X

光片时应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尤其是儿

童。避免过度劳累，保持精神愉快，学会快速

化解不良情绪是预防甲状腺疾病的重要方

式。食物应以新鲜蔬菜为主，避免肥腻、辛

辣。积极锻炼身体提高身体抵抗力。妇女怀

孕前应检查甲状腺功能，待甲状腺激素水平

调至正常后再怀孕；已患甲状腺疾病并处于

治疗过程中的孕妇，需每隔6至8周检查一

次；胎儿出生后两个月内也要进行甲状腺功

能检查。杨主任提醒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一

些小的甲状腺结节很难通过触摸发现，最好

的办法是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有家族史

的更要引起重视。

（本报记者郭培远）

7月17日，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成功完

成首例跨省城乡居民

（新农合）联网直接结

算。这意味着河南省

外的城乡居民（新农

合）患者在该院出院

时可直接报销。图为

吉林患者出院时数着

报销的钱高兴地得合

不拢嘴：“国家政策就

是好，在外省看病出

院就能直接报销结算

费用真方便！”

韩鑫颖王志略摄

7月14日，汝南县人民医院的“精准扶

贫”医疗队来到了张楼镇杨沟村，为当地群

众免费体检，对患有慢性重症病的贫困户

建档立卡。

在该村第一书记余胜利等人的带领下，

医疗专家们还来到93岁的贫困户徐秀真老

人家里，进行测血压、血糖等各项检查。此

次医疗队由内科、外科、眼科、妇科、B超室、

心电图室及体检科的10余名专家组成，为

该村300余名村民提供了免费诊疗和疾病

咨询服务，赢得群众一致称赞。据了解，今

年年初以来，该院把“百名专家人才帮百村”

“红手环志愿服务”和“服务百姓健康”等大

型义诊与脱贫攻坚工作紧密结合，针对因病

低收入人口这类特殊人群，积极探索建立了

扶贫新模式——医疗扶贫,实实在在为“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打

通群众脱贫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李勤玲）

7月15日，由丁香园主办的

2017中国医院发展大会在杭州国

际博览中心召开，河南大学附属郑

州颐和医院副院长邢海平等应邀

参会。

会上，丁香园联合全球知名

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了2016

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榜

单，并举办了隆重的颁奖典礼。

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在此

次颁奖中荣获两枚奖牌，分别是

“2016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

主民营医院十强获奖单位”、

“2016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

主分项奖——民营医院基础设施

三甲获奖单位”第一名。此次发

布的最佳雇主榜单由各大医院的

3万名医生直接投票产生，其中包

括了 2500 名民营医院的医生。

他们从医疗服务质量、基础设施、

薪酬福利、晋升发展、文化情感、

工作环境等六大维度进行评分。

据悉，本次大会围绕“人才支撑发

展 、品牌引领未来”主题，紧扣行

业发展脉搏，专家们分别从医院

在人力资源、品牌建设等层面展

开专业化的研讨和交流。

（本报记者郭培远）

目前，河南“重量级”医学中心

建设项目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此

项目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

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心。它的

出现将填补全省多项医学空白。近

日，20余家参建单位，近2000名工

友接下“军令状”，签下“责任书”，立

下“愚公志”……向着9月全面建设

完工的目标发起总攻。

7月18日，省直工会再次来到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华中分中心项目工地，进

行第二次“省直机关送清凉，服务

河南大项目”慰问活动，将14870

斤西瓜送到奋战在各个施工现场

的工友们手中，送上夏日的关怀与

问候，送上了清凉与甜蜜。按照河

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邵凤民的

叮嘱，20余家参建单位的“一把手”

齐聚工地，把西瓜分发给工友，确

保每位工友都能吃上解暑的西瓜。

长期以来，河南省人民医院高

度关心项目进度，关心工友们的身

心健康。为了给工友们提供良好

的作业环境，在院党委的关怀下，

省医工会、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工会多次到项目工地，开展“冬天

送温暖，夏天送清凉”活动，为工友

们加油鼓劲，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坚

强后盾。 （邢永田）

近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完

成医院首例微创治疗手汗症手术。术后第三

日，患者已完全康复，顺利出院。

据实施该手术的胸外科苏彦河教授介绍，

手汗症在医学上属于局限性多汗症的范畴，是

一种由于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汗腺分泌过于旺

盛引起多汗的疾病，在青少年中发病率较高，

大部分自孩童就罹患手汗，到青春期更严重。

苏彦河教授说，手汗症所带来的症状不

会危害身体健康。但无论是在炎夏酷暑，还

是处于天寒地冻的气候，患者的手掌大多时

候都是湿湿的，情绪紧张时更为严重，给工

作、社交和生活都带来极大的不便，更降低了

自信心。目前，胸腔镜下交感神经切断术，仅

需在每侧腋下切1个直径小于1厘米的微小

切口，在胸腔镜的精确指引下，利用电视监测

系统，准确、快捷地切断引起手汗症的胸交感

神经。不开胸即可完成手术。手术不超过1

小时，术中基本不出血；术后不需留置胸腔闭

式引流；术后次日，患者即下床正常活动。术

后并发症少，一般术后1~3天出院，绝大多数

患者术后症状立刻消失。由于其切口微小、

痛苦小、瘢痕小不影响美观，成为手汗症治疗

的首选。 （本报记者郭培远）

高温闷热的“桑拿天”，感冒成了最突

出的病症。健康专家分析，绝大多数感冒

患者都是过度吹空调引起的。笔者在各大

医院了解到，省内各医院近日患感冒的病

人明显增多，其中年轻人和儿童占多数。

猛吹空调影响健康 最近，持续多日的

高温天气令上班族苦不堪言。上下班期

间，无论公交车还是地铁里都是人满为患、

空气污浊，下了车往往是一身汗。很多人

为了凉快，开车、进入办公室或是回到家大

都对着空调猛吹，想将温度调低，恣意享受

这份特殊的“凉爽”。

健康专家指出，猛吹空调会影响健

康。炎热的夏季，人们为了避暑通常会紧

闭门窗开大空调，整天不开窗换气，这样会

使封闭的室内灰尘、病菌和废气的浓度不

断增加，导致氧气含量越来越低，人们所呼

吸的空气质量也就越来越差。加之夏天室

内外温差较大，人们猛然进入凉爽的室内，

温差超过了人体适应的范围，导致人体免

疫力降低，各种细菌病毒也容易乘虚而入，

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咳嗽、鼻塞、胸闷、憋

气、头疼、恶心等感冒症状。

感冒用药要对症 专家指出，得了感冒

可在医生的指导下，针对具体症状服用对症

的感冒药，而对于一般的“热感冒”，不要同

时选择多种感冒药联合服用。另外，很多人

得了感冒急于输抗生素，是否需用抗生素应

由医生决定，乱用不但可能于事无补，严重

的甚至产生抗药性。一般性的病毒感冒，除

平时患有慢性病或年老体弱者需要输液外，

中青年人以及平时身体状况较好者只要调

整好心态，多喝水、注意休息，在医生指导下

按时服药，同样会很快恢复。同时，感冒患

者要注意勤洗手，因为手摸到哪里病毒就会

沾到哪里，容易造成感冒流传。

开空调1~3小时后最好关机 此外，

越是热天越应该加强耐热锻炼，减少在空

调房间里的时间。使用空调要经常开窗

换气，最好在开空调1~3小时后关机，多

利用自然风降低室内温度。室温最好定

在25℃~27℃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

7℃。如果怕热，也可在傍晚适当增加户

外运动。 （王夫晓）

夏季天气炎热，空调使用过多易使颈椎

病高发。尤其是长期从事编辑、打字、文秘等

职业的工作人员，更因长期低头伏案工作，颈

椎长时间处于屈曲位或某些特定体位导致颈

椎间盘内的压力增高，使颈部肌肉长期处于

非协调受力状态，颈后部肌肉和韧带易受牵

拉劳损，椎体前缘相互磨损、增生，再加上扭

转、侧屈过度，从而进一步导致损伤发生颈椎

病。

骨病一科主任郭会卿主任医师提醒患

者，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对头椎的伤害是不分

年的。每天躺着或者低头玩手机，不超过一

个月就会对头椎和腰椎造成伤害。所以建议

最好就是少伏案、少低头、多运动，看电脑、玩

手机时尽量平视，半小时就休息一会儿，不要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同时还向患者介绍了

一些简单操作有效缓解症状的中医疗法。

中药外敷 荷叶100克，薄荷100克，石

菖蒲100克，白芷100克，厚朴100克，桂枝

100克，川芎100克，独活100克。若颈项痛

重可加僵蚕100克，羌活100克；颈项酸困不

适加苍术100克，秦艽100克；颈肩挛痛加白

芍100克，姜黄100克；肢麻较甚加全蝎60

克，地龙100克；上肢活动受限加桃仁100克，

桑枝100克；骨质增生加威灵仙100克，炮山

甲100克。将这些药物混合加工，使之成为

软硬适度的枕芯可防治颈椎病。

热水袋外敷 取热水袋灌入60℃～70℃

热水，外包一层毛巾放置颈肩部压痛点。

坎离砂热敷 取坎离砂（医院有售）一袋，

用时加醋后装入布袋内自然发热，放在颈部

阿是穴，再盖上毛巾保温。注意贴皮肤处垫

上毛巾，以免烫伤皮肤。坎离砂用后不必倒

掉，可反复使用。

炒盐敷 取粗盐500克，放在铁锅内炒

热，趁热装入布袋，置放颈部阿是穴。

（戴秀娟）

没有结节别大意 当心甲状腺癌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超声诊断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杨青提醒：

河南省人民医院

服务河南大项目 浓浓关爱送工友

汝南

“健康扶贫”惠民生

空调太冷易“惹”病上身

夏季颈椎病高发 试试外敷法河南省中医院

手心“大汗淋漓”？微创手术挺管用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苏彦河教授支招——

“总花费7万多元，医保统筹

支付近5万元。”近日，在河南省人

民医院，山东德州肝移植患者田先

生正在办理出院手续，通过医院异

地就医跨省直接结算系统，田先生

只自付2万多元即可回乡。

田先生的妻子说，如果没有跨

省直接结算她必须回德州，到市社

保中心办理报销手续，“等到病历

出来，汇齐所有票据，再请假到社

保中心。全部办理完拿到报销款，

怎么着也得一个月以后。”

少跑腿、少垫付的背后，是河

南省医保结算服务模式的重大进

步。通过基本医保经办机构、大病

保险承办机构和民政医疗救助经

办机构信息系统对接，大力实施城

乡居民“一站式”结算，即参保患者

离院报销时，系统会自动识别其报

销条件，在同一结算窗口即可完成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保险的“一站式”结算，

患者只需缴纳自付部分即可离院。

今年6月初，河南省各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医保经办机

构与郑州新益华公司等医保信息

软件服务公司筹建22个工作小

组，在全省18个省辖市、10个省管

县（市），同步完成了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系统升级

改造工作，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系

统操作培训。

以前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保险报销的费用须患者先行

垫付，再由参保居民携带住院证、

出院证、病例、费用清单、诊断证明

等资料到商业保险公司办理报销

手续，程序繁琐、周期长、个人垫支

负担重。至目前，河南省城乡居民

医保“一站式”即时结算已全面覆

盖省、市、县、乡四级定点医疗机

构，辐射9000多万参保群众，其中

800多万困难群众受益。以城乡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大病保

险制度、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制度为补充，医疗救助制度兜底

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河南已

初步形成，城乡居民可以享受更加

公平的医保待遇，参保人员负担切

实得到减轻。 （李志平）

河南医保推进“一站式”结算
800多万困难患者受益

权威发布

近些年来，随着高分辨率超声的广泛应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日益增加。其实，患者在确诊为良性结节之后，不要过分担心其演变成甲状腺

癌，只要适度随访观察即可。但没有结节就不会得甲状腺癌吗？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超声诊断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杨青。

毫无疑问，医联体是促进区

域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开展

分级诊疗的最佳手段及有力措施

和保障，全国已普遍开展。但在

具体运作中，“1+1+1”、“1+X”及

省市县、县乡村一体化等联体模

式，一直没有明显成效，其中上下

转诊的专科衔接空缺是主要障

碍。作为县域卫生医疗龙头的县

医院应该重视，必须将专科联盟

作为医疗机构之间的联体纽带，

让专科在医联体中发挥作用，达

到分级诊疗之目的。

笔者认为，县级医院的专科建

设应重视和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建设县域新专科，“补白”增项。

二是在人才及专业水平提高与职

能定位上做文章，不盲目大胆、越

级设置专科，否则专科形同虚设。

三是将“上下联动”“双向转诊”作

为专科建设的管理与运营重要内

容。医保为了节约医保资金，要求

上转病人必须专科对口，当然就需

要有专业实力或地域权威的专科

来搭桥运作。四是瞄向大量或较

多下转病人设立专科，消除只见上

转、不见下转或下转无法收治等现

象。五是建设基层患者迫切需要

的专业科室。比如目前基层高发

多发的脑血管、心血管、糖尿病、慢

支、肿瘤等。六是跟随国家医疗重

点转向建设相应专科，比如肿瘤、

中医、儿科等。

笔者认为，政策倡导鼓励，区

域消费急需，医保大力支持，加上

分级诊疗所要所需，基层县级医院

建设发展专科已是大势所趋，也势

在必行。通过专科建设，整合利用

医院的学科优势，用专科实现与大

医院专科的对接联盟，满足基层患

者的需求，大医院就能有针对性派

专家到基层帮扶指导服务，基层也

有相应的人力、设备与上级专家科

学亲密配合，特别是专科下的联盟

还能利用远程医疗给患者提供安

全、有效、快捷、安全的医疗服务。

这样，取得患者对县级医院的医疗

信任，“截留”广大患者基层就诊，

医改重要举措——分级诊疗就能

有序规范运行，基层“看病难看病

贵”就能得到有效缓解。

（原阳县人民医院院长 兰本超）

院长手记

加强专科建设 助推县级医院发展

图片新闻
健康提醒

进入暑期以来，680名职工作为交通志愿

者走上街头，在每天的交通高峰时段维持交

通秩序，宣传文明出行，树立起公立医院服务

社会的良好形象。这是郑州市儿童医院近期

开展的“学雷锋志愿者暑期文明交通服务月”

活动。

郑州儿童医院2012年10月挂牌“郑州

市志愿者儿童医院服务中心”，2013年4月被

授予“郑州市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集体”。近

年来，医院不断完善志愿者工作服务体系，将

院内职工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有机结合，组

织职工志愿者服务社会、服务住院患儿和门

诊工作，逐步使志愿者工作常态化，达到弘扬

志愿者精神、和谐医患关系、锻炼职工的“多

赢”效果。至目前，该院有注册志愿者1500

多人，年开展志愿者服务4200人（次）。医院

内培育有6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即“自助门

诊”、“新阳光儿童课堂”、“童趣阅览室”、“肾

友小电影”、“儿童关爱空间”、“陪伴有我”，这

些便民措施让每一个来就诊的患者感受到家

的温暖。

每年的暑期和冬季都是儿童就诊高峰

期。每逢双休日，医院内随处可见大学生志

愿者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在门诊各工作区维

护秩序，热心地为病人提供心理咨询、卫生保

健、疾病预防咨询等服务，不仅提升了效率，

还缓解了一线人员的工作压力。医院有职工

专家志愿者177人，外出开展健康大讲堂、公

益讲座，进行边远地区义诊、儿童福利院义

诊、医联体单位传帮带；心理志愿者42名，服

务大病住院患儿（白血病、糖尿病、脑瘫）家

长，同时开展中小学心理讲座、聋哑学校心理

沙盘指导…… 开展的一系列志愿者服务活

动，加强了患者、医院及社会之间的联系，增

进了医患之间的和谐互动。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刘妍）

爱心志愿者传递健康正能量郑州市儿童医院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