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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郑州人民医院了解到,

最近该院已连续收治了三名年轻的乳腺

癌患者，年龄分别为 21岁、24岁和 28

岁。幸运的是，由于发现及时，经过手术

治疗后都痊愈出院了。而很多患者是直

到癌症晚期才发现罹患乳腺癌，从而错过

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在此专家提醒，乳腺

癌越来越趋于年轻化，需引起年轻女性的

重视，一旦发现乳房异常应及时到医院排

查，以便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乳腺癌缠上年轻女性

21岁的李女士（化名），洗澡时摸到

左乳上方有一个“花生粒”大小的肿块，觉

得自己这么年轻，不会有什么事。两个多

月后的一天，她跟家人聊天中说起此事，

引起了妈妈的注意，便带她来到郑州人民

医院乳腺外科检查。通过检查发现，李女

士的双乳有三个大小不等的肿块。通过

肿块的位置和大小判断，科主任刘薇建议

她进行手术。术后病理结果显示，李女士

右乳的一个肿块是早期原位癌，没有发生

浸润和转移，术后也不需要做化疗，而其

他两个肿块只是普通的纤维瘤。

而同是20多岁的陈女士（化名），就

没有这么幸运了。去年底体检时，大夫说

她右乳有个“栗子”大小的肿物，建议她好

好检查一下。于是她来到郑州人民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双乳多发肿块，

右乳乳头凹陷，且有一个5cm×4.5cm的

肿块。刘薇主任告诉她，恶性肿瘤的可能

性比较大，建议她手术。术后，病理结果

显示是浸润性癌。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

后，陈女士得以康复。

不良生活方式增加乳癌风险

从临床上看，近年来40岁以下年轻

女性患乳腺癌明显增多。刘薇主任介绍

说，主要诱因就是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

大，从而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另外，现

代都市女性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以及

保持苗条身材，晚婚晚育、少哺乳、使用丰

胸产品或保健品，都有可能造成乳腺癌发

生。

“乳腺癌的发生与患者情绪不良也

有很大关系，特别是长期处于抑郁和焦

虑情绪的人群。”刘薇指出，临床中常见

的乳腺癌患者多有完美主义及强迫症倾

向，对生活的期望值过高，对自己不能达

到的期望感到压抑，长期不能表达情绪，

忽略自身真实的感受。这种“癌症性格”

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增加患乳腺癌的

几率。

预防乳腺癌，定期检查很重要

其实，乳腺癌是可以预防的，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乳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

可达80%，但在我国许多乳腺癌患者是到

了晚期才发现。

刘薇主任说，这跟大家对乳腺癌的重

视程度不够有关，“很多年轻患者说不上

自己有什么确切的症状，通常知道检查结

果之后都是一脸惊讶。所以现在年轻人

对于精密体检的重视不应该比中老年人

低。”

“通过乳房自检发现早期问题的几率

很低，建议女性最好还是每年定期到专业

的乳腺外科检查，以免漏诊。”刘薇主任建

议，18到40岁的女性，每月一次乳房自我

检查，每年一次乳腺彩超检查。大于40

岁的女性，每半年一次乳腺彩超检查，每

年一次乳腺钼靶检查，对于乳腺癌高危人

群，最好40岁前就进行筛查，筛查间期建

议每半年一次，筛查手段除了一般人群常

用的临床体检、B超、乳房X线检查之外，

可以用MRI等影像学手段。

刘薇主任提醒大家，一定要改变不

良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少吃或不吃垃

圾食品，不要滥用激素类保健品，少熬

夜，适量运动。如果发现乳房出现异常，

比如疼痛、肿块、溢液等，一定要到正规

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千万不要盲目地

前往美容院做所谓的乳房保健。（本报记

者 郭培远）

近日，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正式发出

通知，批准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为三级甲等妇幼保健

院。这也是目前我省唯一一家三级甲等

妇幼保健院。

据了解，自2016年12月启动医院等

级评审工作以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按

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的要求，规范设

置、加强管理，医疗保健工作质量不断提

高。按照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妇幼

健康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

的指导意见》和《三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

准》及其实施细则（2016年版），河南省妇

幼保健机构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省妇

幼保健院进行了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评

审，其间进行了专家指导和动态考核。

评审结果显示，省妇幼保健院达到三级

甲等妇幼保健院的标准，结合社会公示

结果，批准该院为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

近年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始终坚

持“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

的，保健与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

基层和预防为主”的妇幼卫生工作方针，

通过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

部、计划生育服务部的创建和融合，依托

30余个妇幼品牌专业和特色学科，创新

管理、科学管理、规范运行，实现了跨越

式的发展。其先后荣获全国妇幼卫生工

作先进集体、全国优秀爱婴医院、河南省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全国医药

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等称号，连续多年获

得河南省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群众满意

医院及“三好一满意”先进单位等多项荣

誉。此次获评“三甲”，标志着该院的管

理水平、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迈上新台

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成功跻身全国最

高妇幼保健院等级行列（本报记者 李海
旭 通讯员华小亚）

近日，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大

讲堂走进涧东社区，为群众普及夏季健

康知识。

此次活动中，该院副院长吕永刚带

领康复医学科主任许万春、呼吸内科主

治医师焦婧组成“健康讲师团”，为涧东社

区100余名职工及居民普及健康知识，提

供专业健康指导。讲座现场，吕永刚副院

长就冠心病防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许万春主任为大家普及了心脑

血管多重危险因素控制方法，焦婧主治

医师围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及肺栓

塞、夏季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进行了准

确翔实、通俗易懂的宣讲。专家们的精

彩演讲，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健康

讲师团”的精准健康科普已深入到该市

各行各业，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健康意

识和自我保健能力，营造了人人爱健康、

追求健康的浓厚社会氛围。（郭海燕）

近日，由河南省肿瘤医院牵头，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等28家医院联合组成的“河

南省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联盟”在郑州

成立。今后，联盟单位间将采取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人才互动、科研同创、双向

转诊等方式开展合作，搭建跨区域肿瘤

防治体系，提升肿瘤疾病救治能力。

据2017河南省肿瘤登记年报统计，

全省肿瘤登记地区发病率为252.79/10

万，死亡率为156.58/10万，恶性肿瘤依然

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目前，中医在肿

瘤治疗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中

药、针灸、穴位敷贴、中药抗癌食疗等内外

治法，不仅提高了临床疗效，也降低了医

疗成本和费用。“如果把肿瘤当做一颗种

子，人的体质比作土壤，西医治疗目的是

把这颗种子从土壤中清除，但土壤的性质

没有改变；而中医改变土壤的性质，使其

不再适合种子生存，但是种子还在土壤

中。所以，治疗疾病要中西医结合，中医

应贯穿于肿瘤治疗全过程。”省肿瘤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刘怀民主任介绍说。

据了解，联盟成立后，各医院之间将

通过坐诊、义诊、查房、观摩和建立临床会

诊中心等形式，优化筛选中西医结合肿

瘤防治适宜技术，提升联盟内成员单位

防治能力；建立科研协作网络，实现国家

和省级重点专科科研网络平台和病历资

源的共享互用，实现医疗信息互联互通；

组织高层次专项培训、学术讲座，加大培

训力度，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规范诊疗技

术指导；开展学科业务咨询、技术扶持，成

立学科建设协作小组，推动重点学科及

重点专科共同发展；通过互帮互助，实现

联盟内病人资源互转、设备共享，建立上

下有序的转诊机制和双向转诊的绿色通

道。（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陈玉博）

近日，宁陵县

逻岗镇健康扶贫

中医馆医务人员

在给贫困户配制

中药。今年以来，

宁陵县卫生局积

极在乡镇卫生院

实施健康扶贫中

医馆工程，目前全

县已建成16个健

康扶贫中医馆，实

现了全覆盖。吕

忠箱 摄

李女士今年刚满40岁，近一年多来

她总是感觉到膝盖痛，走平路时还没有

多大感觉，上下楼梯或跳绳时就会感觉

特别痛，用手掌按压髌骨的时候，膝盖骨

下竟然出现“沙沙”的摩擦音。在医院检

查后被诊断为髌骨软化症。

据河南省中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孟庆

良介绍说，髌骨即是我们常说的膝盖

骨，髌骨软化症是髌骨的软骨损伤引起

的退行性变化。人体关节的活动，有动

力系统也有静力系统。骨骼是静力系

统，就像杠杆，肌肉是动力系统，就像拉

动杠杆活动的绳索。膝关节是人体最

复杂的关节，静力系统是上端的股骨和

下端的胫骨，动力系统主要是覆盖在股

骨前方的股四头肌，髌骨位于股骨和胫

骨组成的膝关节的前方，它就像安装在

井边的轱辘一样，自身受到各个方向的

力，起到改变股四头肌力线和加强股四

头肌强度的作用。髌骨和股四头肌是

结合在一起的，随股四头肌的收缩而活

动，就会不断摩擦膝关节面。由于膝关

节过度疲劳或反复的半蹲位工作或扭

伤、长期摩擦，髌骨软骨面受到磨损、剥

脱、缺损，导致髌骨软骨面骨质裸露，从

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症候群，也就是髌骨

软化症的一系列症状。患病者多为中、

老年人，女性多于男性。患者常自觉膝

痛或膝疲软无力，以上下楼梯最为明

显，尤以下楼最困难。休息后症状消

失，活动则加重。

锻炼尽量少负重

孟庆良说，由于髌骨软化症是一种

损伤性退行性疾病，应避免能引起膝关

节疼痛的各种活动，如半蹲位工作、打低

位太极拳、滑冰、滑雪、老年健身园里的

蹬腿锻炼等。做好预防的同时也应进行

适当锻炼，以直腿上抬操练为主，将膝关

节尽量伸直，停6~10秒钟，蹬得发酸时

然后慢慢放松，每天可做50次；游泳是一

项对腰椎有保护作用的运动项目，可以

经常参加；避免负重的膝关节屈伸活动，

如上下楼或爬山运动；大小便时采用坐

便；女性患者要少穿高跟鞋。

两法外敷治患膝

患了髌骨软化症后，患者宜多食黑

豆、核桃仁、甜瓜子、动物脆骨、蹄筋等，

疼痛期不宜食用辣椒、芥末、胡椒粉等刺

激性食物。可用蟾酥、丁香、细辛、雪上

一枝蒿各等份，粉碎为末，醋调敷患膝，5

天更换一次，4次为一疗程，或用粗盐

500克热敷膝盖处。（戴秀娟）

中年女性缘何膝盖“沙沙”作响？

郑州市民刘女士4岁的孙子不慎烫

伤，刘女士按照土办法在创面上涂抹牙膏

后，将孙子紧急送到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

和医院急诊科。接诊后，急诊科刘毅主任

当场就告诉刘女士这种做法不正确，并立

即对孩子的烫伤处进行了清洗及治疗。

刘毅主任说，孩子的好奇心强、好动，

经常会出现被烫伤的情况，大多为热液所

致，例如稀饭、沸水等。而很多家长在孩

子被烧烫后，都不懂得如何进行早期的急

救和处理，很多人甚至采取了一些不正确

的急救方法。

“其实，这种做法不仅起不到作用，反

而会加重对伤口的污染，耽误治疗。”刘毅

主任说，如果家里有小孩被烧烫伤，家长

应及时用清洁的冷水冲洗，或浸泡烧伤的

部位30分钟至1个小时，降温后直接盖

上消毒药布或干净的手帕或纱布，然后再

送医院处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疼痛，还

能减少余热对深部组织的损伤，伤口愈合

快，形成的疤痕也轻。

刘毅主任提醒家长，夏季已经来临，

孩子穿衣少，皮肤裸露在外，烧烫伤患儿

较其他季节更多，做好预防工作极为重

要。应让孩子远离煤气、热水瓶、饮水机、

饭锅等；在给孩子洗澡时，一定要有专人

看管，等水温合适时再让孩子接近；对于

易燃易爆物品，则更要妥善放置，确保孩

子触碰不到。（本报记者郭培远）

乳腺癌并非中年女性“专利”

我省有了首家三甲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
肿瘤防治联盟成立

近日，孟津县人民医院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成为河南儿科医疗联盟成员单位。据了解，加入该联盟后，该院将会获得医务人员优

先到河南省儿童医院进修学习、学术交流、疑难会诊、业务技术支持等众多利好，对促进医院儿科发展，保障孟津县儿童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姚伟旗 摄

泌阳县供电公司开展农村临时用电
排查

“保险丝安装好了，今后一定要提高

安全意识，这样太危险了，临时用电过程

中更要注重人身和设备安全。”5月10

日，泌阳县供电公司老河供电所职工王

庆兵在老河乡东岗村基建工地，纠正一

临时建房户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的错误行

为以后，耐心细致地向其宣传讲解安全

用电知识。

当前，农村建房、低压农排及春耕春

播陆续展开，临时性用电增多，而农村临

时用电相对分散，用电负荷偏大，存在私

拉乱接、防护措施简单等问题。泌阳县供

电公司结合春检安全工作，组织所辖的

24个供电所成立专项临时用电检查小

组，重点对搅拌机、水泵等机械化用电设

备的安全用电情况检查监督，逐一排查私

拉乱接、线下建房以及设备绝缘损坏等隐

患，督促农户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确保客户按照规程中临时用电标准安装

使用，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合本次排查活动，泌阳县供电公

司进一步修订完善临时用电管理办法，

要求各供电所健全临时用电客户档案，

做好表计台账，切实加强临时用电的安

全常态管理。同时，进一步细化供电服

务工作，加快业扩报装办理速度，组织供

电所配电台区负责人主动上门了解群众

用电需求，及时处理用电故障，并积极通

过现场讲解、张贴宣传单、发放安全用电

宣传资料等方式，广泛宣传安全用电知

识，提高群众的安全用电意识。

通过此次专项排查活动，该公司消

除用电安全隐患195处，共为37户居民

补装保险丝和更换电流动作保护器。（王

丽娟）

泌阳县工商质监局荣获第一批“驻马
店市行政执法责任制示范点”称号

2018年5月，泌阳县工商质监局荣

获第一批“驻马店市行政执法责任制示

范点”，颁发荣誉牌匾。下一步，该局将

再接再厉，继续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工

作，持续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为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做出更大贡献。（杨辉）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开展青年文化月
活动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每周抽出时间组

织青年员工开展读书活动。通过读书活

动，激发青年员工自主学习的热情和动

力，培养青年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凝聚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进一步传

承和弘扬农发行“至诚服务，有效发展，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精神。

营造“人人爱读书，人人读好书，人人都

进步”的良好氛围，共建农发行书香家

园。（马素芬）

农发行获嘉县支行开展“金融知识
宣传服务月”宣传活动

农发行获嘉县支行三举措开展“金

融知识宣传月活动”，一是加强领导，强

化组织保障性。该行坚持“一把手”亲自

抓，确保此次活动做好、做实，营造齐抓

共管宣传氛围。二是分类指引，提高宣

传针对性。对于该行的客户企业着重宣

传贷款、支付结算、征信以及农发行最新

的制度政策等知识。对于大众消费者，

立足做好银行卡安全用卡，辨别违法违

规金融活动，防范电信诈骗、非法集资、

校园贷、网络贷，金融助力扶贫以及理性

投资等相关知识。三是扎实宣传，深化

活动有效性。(尚涛)

口腔溃疡是日常小病，很多人经常反

复发作。其中，有些溃疡可能是以下药物

引起的。

润喉片：润喉片多含有薄荷或碘等成

分，它们对口腔黏膜有直接的刺激作用。

因此口腔无炎症时，不要过多服用润喉

片。

抗生素：很多广谱抗生素比如氨苄西

林、头孢氨苄、甲硝唑及替硝唑等，容易造

成菌群失调，从而诱发口腔溃疡。

解热镇痛药：解热镇痛药多是有机弱

酸，对黏膜有刺激作用。

化疗药：化疗药物对造血系统、黏膜

上皮细胞等有毒副作用，会引起口腔黏膜

发生溃疡。（生时）

5月18日，平顶山市湛河区卫生计

生委组织辖区医疗卫生单位在该区健康

主题广场举办了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服

务活动。

今年的5月19日是第八个世界家庭

医生日。该区卫计委围绕“家庭医生：我

承诺，我服务”宣传主题，向居民讲解签约

家庭医生后可享受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

理服务等方面的便利和实惠，宣传以签

约服务促进健康管理的理念。志愿者向

过往居民发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手

册、健康素养66条、合理用药等宣传资

料。来自该区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工作者免费提

供诊疗服务，并现场为居民签订家庭医

生服务合同，受到居民广泛好评。

据统计，当天共有12家医疗卫生单

位参加活动，现场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合

同32份。“我们将在稳定签约数量、扩大

覆盖面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向提质增

效转变，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不断

提高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湛河区卫计委副主任李建国

表示。(王世欣)

湛河区卫计委举办“世界家庭医生日”活动

加大宣传力度 推进签约服务

四种药诱发口腔溃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