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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颐和医院

成功摘除3.4公斤胸部肿瘤

固始县泉河铺镇

举办重点传染病防控技术培训班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

行动的意见》要求，我省出台了《关于推

进健康中原行动的实施意见》，制定了

《健康中原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

案》，通过相关措施全面提升我省癌症预

防、筛查、早诊早治、规范化治疗、康复和

干预指导等方面的能力。

一是进一步健全全省癌症防治体

系，推动高水平癌症防治机构均衡布

局。依托现有资源，积极争取国家癌症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以省癌症中心为龙

头，建立完善市、县两级癌症防治中心，

完善专病防治体系，健全我省“省市县”

三级癌症防治网络。二是进一步强化全

省癌症防治能力建设。健全多层次癌症

防治人才培养机制，实施癌症专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开展重点癌症筛查及早诊

早治培训，推动各级医疗机构癌症筛查

和常见多发癌种一般性诊疗等能力全面

提升。加强医防结合，强化疾控机构在

癌症危险因素监测、流行病学调查、人群

干预、信息管理等工作中的作用，促进公

共卫生人员掌握癌症防治知识和技能。

推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在宣传教

育、健康咨询及指导、高危人群筛查、健

康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提升。三是进一步

优化癌症防治管理服务。持续推进“单

病种、多学科”诊疗模式，做好患者康复

指导、疼痛管理、长期护理和营养、心理

支持，扩大心灵关怀服务，规范化治疗示

范病房建设和安宁疗护试点，持续改进

肿瘤防治管理服务质量，提高癌症5年生

存率。

刁琳琪说，下一步，我省还将进一

步扩大肿瘤随访登记范围，提升登记报

告质量，实现肿瘤随访登记所有县区全

覆盖，到2030年，我省争取纳入国家肿

瘤登记年报的登记处数量不少于 80

个。

“对我来说，作为组长、队长，意味着

更重的使命，和大家一起坚守在一线战

斗，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近日，在记

者采访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援助湖北

医疗队时，作为我省驰援武汉首批医疗队

的护理组组长、该院护理教研室主任张卫

青坚定地说。

春节期间，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

情，郑大二附院决定组建医疗队援助湖北，

短短7分钟，就征集到了28名同志，张卫青

便是其中之一。这并非张卫青第一次“出

征”，之前她曾参加过2003年“非典”、2008

年汶川大地震救援。可以说在抗击疫情方

面，她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历，每次危急

关头她都挺身而出前往第一线。

在抗击疫情中，张卫青时刻发挥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由于所在医院

当时没有保洁人员到岗，医疗队除了医

疗护理工作之外，还要承担照护、清洁、

消杀工作，工作量是平时的2~3倍。张

卫青在关键时刻挑起大梁，带头投身工

作。“本来4个小时的班，一大早不到8点

就进去了，下午5点才出来。”她的同事

这么回忆道。

在同事眼中，张卫青性情温柔、身材

高挑，与人说话、打招呼之前总会先露出

典雅而真诚的笑容。正是这样一位“娴静

时如娇花照水”的雅致女人，却屡屡在危

急关头挺身而出，最美逆行者的勇敢在她

柔弱而坚强的身影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工作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接管

了两个病区，一个病区30张床位，另一个

病区32张床位。所有医疗护理治疗的工

作包括保洁工作、病人的吃喝拉撒和其他

交叉工作，悉数由医护人员完成，工作量

非常巨大。”谈及一线的工作，张卫青坦诚

地说。

面对防护物品紧缺的现况，张卫青与

队员们严谨调配，杜绝浪费，对防护眼镜、

N95口罩、消毒液等医疗防护必备品都进

行了严格管理。

除了物资的紧缺，长时间穿着全套防

护用具对医务人员的身体素质也有着极

大挑战。张卫青说：“疫情传染性非常强，

工作过程中，大家都需要穿上防护服，帽

子、口罩、防护眼镜也戴得非常严密，所以

难免闷热、汗流浃背。半天下来，眼镜上都

是雾气，看不清楚，整套内衣都会湿掉。”

“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付出的是汗水，

承担的是责任，面临的是风险。”在疫情的

危急时刻，在患者生死攸关的时刻，包括

张卫青在内的许多医护人员勇往直前，为

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报记者

郭培远通讯员彭永强文/图）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卞瑞峰马啸）“李书记，谢谢你来到俺们

村当书记啊，谢谢你！”4月15日，记者

在原阳县大宾镇杨庄村见到驻村第一

书记李雨农时，脱贫户杨好庆正动情地

对他说道。

杨好庆年近50岁，家中3口人，夫

妻俩患有慢性病，常年需要看病吃药，

女儿正在上学，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一

家生活变得困难。李雨农听说他养了4

只羊，就帮助他扩大规模，邀请专家前

来进行技术培训。在李雨农的帮扶下，

加上勤劳肯干，杨好庆养羊获得了可观

的收益。就这样，杨好庆从一开始的4

只羊发展到现在的30只羊。2019年年

底，他们一家成功摘掉“贫困帽”，日子

越过越红火。

在李雨农的带领下，杨庄村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修建了文化室、一体化卫

生室，安装了各类健身器材；建造两个

污水沉淀池，对80%的农户实施卫生厕

所改造；为村里新修道路500米，率先争

取到围村林绿化工程项目，目前全村共

有绿化林木约2万棵。

“为村里干了这么多的好事，这

个‘第一书记’是真不赖呀!”一说起

李雨农，杨庄村的群众纷纷竖起大拇

指。

长葛市石固镇纪委紧盯

开学前夕的准备工作不放

松。4月17日，石固镇纪委

协同教育、卫生、市场监管等

部门对镇域中学的防疫准备

工作进行突击检查，从教职

员工的轨迹报备到防疫物资

的储备，详细询问教室、宿

舍、食堂的安排和消杀工

作。李志强摄

近日，郑州颐和医院胸外科成功完

成一例巨大肿瘤切除术，患者左胸一个

重达3.4公斤的肿瘤被摘除。

身体疲乏、轻度胸闷、神志模糊、小

便失禁……来自南阳的患者韩某，由于

担心疫情风险，不适数月却未就医，直到

病情加重，才到郑州颐和医院胸外科就

诊。

经CT检查，患者左胸发现有一巨

大占位，大小约30cmx25cm，严重压迫

左肺和心脏，属于重度阻塞性肺通气障

碍。同时还发现，该患者有低血糖疾病，

平日有心慌、乏力、出冷汗等症状，也未

引起足够重视。

该院胸外科张晓林主任介绍，如此

巨大的肿瘤，实属罕见，虽然肿瘤已严重

压迫肺脏，但由于患者平日活动较少，加

之身体瘦弱，未有明显呼吸困难症状，所

以，病情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经会诊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该

患者手术指征明显，手术切除肿瘤可以

有效减轻心肺压迫，但是患者平素体弱，

又有低血糖疾病，所以手术风险较大。

在与家属进行详尽沟通后，患者及家属

还是决定手术治疗。

近日，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张晓

林主任带着科室医疗团队为患者实施了

手术，将一个重达3.4公斤的巨大肿瘤

成功切除。

目前，患者自诉无特殊不适，各项

指标平稳正常。（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

员郭晓阳）

为做好2020年重点传染病防控工

作，强化部门责任，落实传染病防控各

项措施，严防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近

日，固始县泉河铺镇举办重点传染病防

控技术培训班，全镇18个村（社区）卫生

室负责人和镇卫生院业务人员近100人

参加了培训。

开班仪式上，固始县卫生健康委专

家指出，近期该县发生多起流感、水痘

疫情，各乡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全力做好2020年传染病防

控工作。要加强流感病例、不明原因肺

炎、水痘和手足口病等疾病的疫情监

测，加大疫情的风险识别和及早预警。

要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一旦发生疫情，

要规范及时处置，降低传染病对人群健

康的危害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要认

真做好传染源管理，切断传播途径及保

护易感人群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

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等措施，防止疫

情蔓延扩散。

培训课程分别就流感、不同原因肺

炎、手足口病、诺如病毒、鼠疫等传染

病的流行规律、监测数据、疫情形势进

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疫情防控

措施和建议。结合出现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及之前的兰州

布鲁氏菌感染事件等，强调疾病防控机

构在社会公共卫生防治事件中的责任

重大。同时，该镇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传染病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预防知

识，提升预防能力，坚决杜绝传染病在

该镇发生。 （陈世仁）

4月16日，宝丰

县铁路街道办事处

铁北社区的家庭医

生正在为社区居民

测血糖、量血压。

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宝丰县铁路办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护人员克服困难，

深入铁东、铁西、铁

北三个社区为3000

名居民提供健康服

务，帮助他们解决疫

情期间不便外出就

医、买药的问题，当

好他们的健康“守门

人”。王双正摄

杏坛仁心守医德责任担当扛上肩
——记郑大二附院护理教研室主任张卫青

健康资讯

在我省，肺癌、胃癌、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结直肠肛门癌、子宫颈癌、甲状腺癌、脑及中枢神经系统癌和白血病居于恶
性肿瘤发病前十位，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4月15日，省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19河南省
肿瘤登记年报》。

今年的4月15日~21日，是第26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是“癌症防治共同行动”。

>>>> 十类肿瘤十类肿瘤
河南发病率高河南发病率高

《2019河南省肿瘤登记年报》发布
十类肿瘤在河南发病率高，早诊治可提高患者生存率

在新闻发布会上，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疾控处处长刁琳琪介绍说，2015

年，省卫健委印发《河南省肿瘤登记

实施方案》，全面实施肿瘤登记随访

工作。目前，我省已设立90个国家级

和省级肿瘤登记处，肿瘤随访登记人

口覆盖率达到49%，能够较全面地反

映我省肿瘤发病、死亡情况。

根据《2019河南省肿瘤登记年

报》统计，我省肿瘤登记地区恶性

肿瘤发病率为 268.31/10 万，死亡

率为 162.02/10 万。我省发病前十

位的恶性肿瘤为肺癌、胃癌、食管

癌、肝癌、乳腺癌、结直肠肛门癌、

子宫颈癌、甲状腺癌、脑及中枢神

经系统癌和白血病，约占全部恶性

肿瘤发病的80.71%；我省死亡前十

位的恶性肿瘤是肺癌、胃癌、食管

癌、肝癌、结直肠肛门癌、乳腺癌、

脑及中枢神经系统癌、子宫颈癌、

白血病和胰腺癌，约占全部肿瘤死

亡病例的86.46%。

“我省肿瘤发病形势总体平稳，

发病率死亡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刁琳琪说。

癌症是一类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慢

性病，一般来说，从正常细胞发展到癌细

胞通常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其

致病因素复杂，包括化学、物理和慢性感

染等外部因素以及遗传、免疫、年龄、生

活方式等自身因素。

一说起癌症，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死

亡，是绝症,很多人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就

会觉得命不久矣,这也造成了许多人“谈

癌色变”。其实，1/3的癌症可以完全预

防，1/3的癌症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

治，1/3的癌症可以运用现有的医疗措施

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且早诊早治是

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的关键。”省肿瘤医

院副院长罗素霞说，“癌症的治疗效果和

生存时间与癌症发现的早晚密切相关，

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生存时间越

长。平时我们要关注身体出现的癌症危

险信号，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到医院进

行诊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保持个人

卫生和健康生活方式可以预防癌症的

发生。“癌症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吸

烟、肥胖、缺少运动、不合理膳食习惯、

酗酒、压力、心理紧张等都是癌症发生

的危险因素。而戒烟限酒、平衡膳食、

适量运动、心情舒畅可以有效降低癌症

的发生。”罗素霞说。

此外，规范的防癌体检能够早期发

现癌症，接种疫苗(如肝炎病毒疫苗、人

乳头状病毒疫苗)也可以避免感染相关

的细菌和病毒，从而预防癌症的发生。

>>>> 早诊早治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早诊早治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 我省我省肿瘤随访登记将全覆盖肿瘤随访登记将全覆盖

□本报记者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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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李雨农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日前，温县人民医院连续多天下沉

到乡镇（街道）卫生院，逐院实地调研，

旨在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为全县基层

百姓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为进一步探索温县公立医院改革的

工作途径，建立科学有效的分级诊疗、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慢性病签约服务等分

工协作机制，达到卫生资源共享化、医疗

水平现代化、医疗服务人性化、医疗消费

低廉化目标，去年12月，温县决定整合

县乡（街道）医院，组建温县医疗健康服

务集团。成员单位涵盖全县的4家县级

公立医院和14家乡镇（街道）卫生院。

受温县卫健委委托，今年3月份以

来，作为牵头单位，温县人民医院开启

新一轮的摸底调研，详细了解各乡镇卫

生院的所需、所急、所困，为温县医疗健

康服务集团有效开展工作开好局、起好

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调研中，该院就每家卫生院辖区内

的公共卫生服务、慢性病服务、运营情

况、人员配备、技术力量等基本情况与

大家进行了交流，特别是对每个单位的

特点特长、急需弥补的短板和所遇到的

困难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悉，该院已于4月17日完成了全

县14家成员单位的实地摸底调研。

（郑雅文）

温县人民医院

下沉乡镇调研 推进医共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