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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苑
本栏目由郑州市中医院协办

健康资讯健康资讯

乳腺疾病的“克星”
——记郑州市中医院乳腺科副主任中医师李政

郑州市九院

成功抢救一名心脏骤停患者

□本报记者郭培远实习生张祯祯通讯员路瑞娜文/图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小受父亲治病救人、研读

医书的影响，对中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考志愿

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医院校。他就是郑州市中医

院乳腺科副主任中医师李政，一位拥有高超的乳腺疾

病治疗水平的医生。凭借自身的努力及坚实的基础，

李政很快担起了“李氏中医第七代传人”的名号。

李政是世界中医联合会乳腺病专业理事、河南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中西医

结合治疗各类急慢性乳腺炎、乳腺增生、结节、乳房良

恶性肿瘤、肉芽肿性乳腺炎、产后乳汁不足、月经不

调、乳腺癌放化疗及术后中医调理、疮疡、难治性溃

疡、甲状腺结节、血管闭塞性脉管炎等。研制开发出

的院内制剂“乳癖丸”“乳腺内消丸”治疗乳腺增生，

“散结止痛膏”外贴治疗各类乳腺炎、乳房肿块等经临

床应用多年效果显著，发表多篇论文及参与编写专著

2部。

2000年，李政进入郑州市中医院工作。考虑到

当时医院做乳腺疾病治疗工作的医生少，不利于医

院发展，李政便主动请缨，承担起乳腺科的工作。在

这个岗位上，李政已经工作了20年，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李政告诉记者，刚坐诊那几年，有些女患

者看到是男医生，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有些夫妻一起

就诊，丈夫会一脸严肃地盯着李政。因此，科室刚成

立时，来就诊的患者屈指可数。“我们关心的是病，不

是人，所以各位患者不要有心理压力。”李政说。在

他看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夫，医德是首要，技

术是其次。度过科室刚刚起步的瓶颈期，患者们看

到了这位“李医生”的精湛医术。口碑相传，渐渐地，

通过患者们的相互推介，诊室人多了起来。

目前，乳腺科是郑州市中医院门诊量较大的几

个科室之一，平均每天接诊70余位患者，多数是寻

求中西医结合来就诊的。据李政介绍，对于多数乳

腺疾病来说，采用中医治疗有很大优势，目前在郑州

市中医院手术的病人也会结合运用中医给予全程调

理，这对预防术后多发结节的再发和减少乳癌放化

疗后毒副作用也起到了帮助。

某大学教授，发现左乳肿块，在某医院诊治一月

余，效果不理想，肿块逐渐增大，并出现红肿疼痛明

显，多处溃口，并有脓液血水、黄色液体流出，又到某

省级大医院诊治，住院后给予穿刺，病理确诊为肉芽

肿性乳腺炎，要求其手术切除治疗，并告知病人有复

发的可能。病人犹豫不决，经别人推荐找到李政想

寻求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李政经过诊查发现病人乳

房肿块占据乳房四分之三面积，共有7个溃口，脓液

血水渗出较多，触痛明显，病人很痛苦。李政给予患

者病情分析：目前病灶面积大，手术切除必然对外形

损伤较大，心理承受的压力大，病理已确诊为肉芽肿

性乳腺炎，完全可以利用中医药疗法给予保守治

疗。病人经李政中药内服、中药外治等传统的中医

疗法治疗近4个月，肿块完全消失，溃口愈合良好，

保住了乳房，患者也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像这样的病例，李政每天都会接诊很多，多数通

过中医药调理结合传统的外治方法解决了问题。李

政告诉记者，目前中医药治疗此病唯一的不足就是疗

程长，患者会难于坚持而中断或放弃治疗。对于肿块

较小的病例，李政会配合手术方式先切除病灶，然后

给予中医药调理体质，预防疾病再发。目前，中医药

治疗此病也是专家公认的具有患者痛苦小、损伤小、

副作用小、复发率低等优势的方法，值得中医界研究

发展推广。现该科室也在对此病立项研究课题。

3~11岁人群免费接种两剂次新冠
疫苗

郑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李

锋表示，儿童、青少年和18岁以上人群

一样都是免疫屏障构筑的重点人群。尤

其学校属于人口密集场所，一旦有输入

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易造成局部的传

播流行。此次疫苗接种范围为郑州全市

3~11岁人群，共有152.96万人。

目前，我国批准使用于儿童的疫苗

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两剂。“两剂

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3周，第二剂应

在首剂接种完成后8周内完成，使用的

剂量和方法与成年人相同。”李锋说，根

据要求，郑州市11月底前应集中完成

3~11岁人群第一剂疫苗接种，12月底

前集中完成3~11岁人群第二剂疫苗接

种，此次接种继续实行免费政策。

接种前最好预约，应与其他疫苗间
隔14天以上

李锋表示，家长在儿童接种疫苗前，

要在知情、同意、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完成

新冠疫苗接种。家长在接种新冠疫苗之

前要了解疫苗的知识，要了解疾病的知

识，还要了解新冠疫苗接种的流程和自

己孩子的健康状况。

接种前，家长一定要做好预约工作，

去接种时要带着孩子的身份证、户口本

等相关证件。在现场要如实提供孩子目

前的健康状况和既往接种的禁忌证，以

便让接种医生做判断。

接种后，要进一步强调留观30分

钟，大一点的孩子要避免剧烈运动，如果

接种儿童出现了怀疑与不良反应有关的

情况时，要及时告诉医生。

李锋强调，孩子在接种新冠疫苗这

个过程中可能还会要接种其他免疫规划

疫苗或者非免疫规划疫苗，一定要做好新

冠疫苗与其他疫苗间隔14天以上的规

定。但如果遇到被动物咬伤或者有外伤

的时候，接种狂犬病疫苗和破伤风疫苗时

可以不考虑时间间隔的要求。

（本报记者郭培远 实习生孙好闯）

儿童有必要接种新冠疫苗吗？
世界卫生组织监测数据显示，儿童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占比逐渐增加。

Delta变异株使儿童新冠肺炎病例猛增，

且一旦感染，重症率为1%，病死率为

0.01%，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增长已严重

威胁儿童生命与健康。

近期儿童感染者的增加可能成为新

冠病毒社区传播的一个重要传染源。

适合3~11岁儿童的新冠病毒疫苗
有哪些？

目前3~11岁人群获批使用的疫苗有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生物，包括成都生物、兰

州生物、长春生物等分装）、武汉生物制品

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生物）和北京科

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科兴中维，

包括北京科兴、大连科兴等分装）生产的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

打了第一针后，忘打第二针，怎么补
种？

补种时免疫程序无须重新开始，完成

相应剂次即可。补种建议用同一个疫苗

产品完成接种，如遇新冠病毒疫苗无法继

续供应、受种者异地接种等特殊情况，无

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时，可采用

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完

成补种。目前暂时不建议使用不同种类

的新冠病毒疫苗对儿童混合接种或补种。

哪些孩子不能接种？
（1）对疫苗活性成分、任何一种非活

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物质过敏者，或

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敏者；

（2）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

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

呼吸困难等）；

（3）正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病，或

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的严

重慢性病患者；

（4）经接种工作人员评估，认为不适

合接种的其余情况。

可以和其他计划免疫疫苗同时接种吗？
我国建议暂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时

接种，其他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

间隔应>14天。当因动物致伤、外伤等

原因需接种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狂

犬病或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时，可不考虑

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

10月24日晚，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急诊科成功抢救一名42岁心脏骤停患者。

当天晚上，该患者突发意识丧失，

喘息样呼吸，面色发绀等症状，工友急

呼120求救。郑州市九院急救人员赶到

现场时，该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工

友代诉为10分钟前突然犯病。

急救现场，急诊科当班医师金晓阳

第一时间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护士李

帅飞协助建立静脉通路、吸氧、连接心

电监护，7分钟后患者恢复呼吸，大动脉

搏动可触及，双瞳孔对光反射存在。为

了维持患者呼吸，金晓阳立刻给予气管

插管，在呼吸机的帮助下，患者的心跳

和呼吸也得到了保障。

所有抢救操作既紧张又有条不

紊。随后，患者在工友们陪同下被送至

医院。到院后，值班医护团队加入抢救

工作，从陪检到入院一路绿色通道，第

一时间把患者送入ICU继续治疗。

“一旦有胸痛、气促、大汗淋漓或突

发的面色发绀，意识丧失等表现时，要

马上拨打120，尽快到最近的设有胸痛

中心的医院进行救治。”针对急性心脑

血管疾病高发情况，金晓阳提醒。

（王建凯白鹭）

由于患有先天性空肠闭锁，体重仅有

1.2公斤的早产儿文文（化名）就被送上手

术台。所幸，河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

成功进行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

9月2日，河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

科接诊了体重仅为1.2公斤的早产宝宝文

文。文文出生后排大便为白色，拍片显示

肠梗阻，由于当地医院条件有限，转入河

南省儿童医院进行治疗。

经过详细检查，文文患上了先天性空

肠闭锁，必须进行手术。

“一个1.2公斤的极低体重早产儿的

腹部还没有一个巴掌大，腹腔里的肠管更

是细小无比，机体脏器机能发育也尚未成

熟，手术风险极大，对新生儿外科是一次

很大的考验。”新生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

晓泳说，科室邀请了医院麻醉围术期医学

科进行了术前讨论，制订了缜密的手术方

案和应急预案。

经过充分准备，新生儿外科团队在主

任王献良的指导下，由李晓泳主刀，用时

145分钟，为患儿顺利实施了手术。

术后，文文立刻被转入新生儿SICU，

生命体征平稳后又转回新生儿外科特护

病房。在该科全体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

下，文文恢复得特别顺利，45天后痊愈

出院。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万道静）

10月29日，由安阳市总工会和安

阳市科技局联合主办、滑县总工会承

办、滑县发明协会等单位协办的安阳市

首届职工发明大赛闭幕。

本届大赛主题为“助推高质量发展、

鼓励产业工人创新创效”，共收到276项

发明项目，参加人数达319人，涉及全市

各个县区和市直企事业单位。其间，经

过专家评审组详细了解项目的技术背

景、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等资料，逐个项

目进行评审打分，最终评选出特等奖1

名、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

其中，滑县骨科医院参赛者在本次

大赛中成绩格外抢眼，业务院长明新月

的发明项目《一种治疗桡骨小头陈旧性

脱位的外固定架》荣获特等奖，脊柱科

主任刘建军的发明项目《一种全脊柱内

镜深浅控制装置》荣获三等奖。另外，

该院还有11项发明斩获优秀奖，30项

发明斩获入围奖。

大赛相关负责人表示，滑县骨科医

院在本次大赛中斩获佳绩绝非偶然。数

据显示，近年来，该院共获得230多项发

明专利，在全国性发明展览会共夺得金

奖6枚、银奖7枚、铜奖8枚。2018年，该

院成立以明新杰院长命名的“明新杰劳

模创新工作室”，并加入了安阳市劳模工

作室联盟。2020年11月19日在广东佛

山举办的“第二十四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上，该院曾取得了“一金四铜”的佳绩。

“今后，我们会再接再厉，继续强化

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建立创新发明机

制，将发明创新的成果运用到医疗服务

中去，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更好

地为广大患者服务。”滑县骨科医院业

务院长明新月说。（本报记者艾德利）

众所周知，由于重症监护室的特殊

性，患者家属不允许陪护。为了节省开

支，不少家属就在门外打地铺休息，既

吃不好也睡不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日前，郑州人民医院链接院外资源，发

起“萤火虫之家”太空舱项目，免费提供

给重症患者的家属使用，获得了患者家

属的好评。

目前，郑州人民医院共在ICU家属

等候区投放了14个太空舱位，根据前期

调研数据显示，这个数量完全能够满足

日常需求。

据介绍，太空舱虽然内部空间小，

但一应俱全，每个舱内都有独立的顶部

照明灯和氛围灯以及穿衣镜，同时配备

烟感器和小型灭火器。太空舱内还有

USB插口，满足患者家属用电的需求。

因为内部有新风系统，所以不用担心在

里面睡觉会呼吸困难，只要将住宿卡插

到内部卡槽就能通电使用。此外，为保

证太空舱内的清洁与卫生，工作人员会

在退卡后将太空舱内部进行整体打扫

及消毒。

如何申请入住太空舱？记者了解

到，家属为患者办理完ICU入住手续后，

即可到护士站做相关申请登记，领取到

住宿卡后就能免费使用。需要注意的

是，每位患者的家属仅可申请一个床位。

据了解，郑州人民医院太空舱公益

项目自10月中旬投入使用以来，已为

30余名患者家属提供住宿服务。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陈慧）

链接

早产儿先天肠闭锁
医生施手术巧救治

郑州人民医院

重症患者家属免费住太空舱

安阳首届职工发明大赛闭幕

滑县骨科医院成绩抢眼

郑州3至11岁人群新冠疫苗“开打”

新冠疫苗接种热点问题解答

日前，在河南

省肿瘤医院手术室

里，肝胆胰外科主

任韩风团队戴着

“墨镜”，在3D高清

腹腔镜的辅助下，

为患者实施肝癌切

除手术。李昂摄

李政主任带领科室人员查房

10月27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保人员救助过路患病女子的一幕温暖

了很多路人，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当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一位女

士走到郑大二附院门口的马路上时突然

瘫倒在地。当时狭窄的街道拥挤了大量

的过往车辆，稍不小心就会给这位女士

造成二次伤害，情形岌岌可危。

正在医院门岗值勤的安全保卫与消

防管理科的安保人员吕大畏看到了当时

的一幕，他不假思索地快速跑到女子身

边，把她保护起来并询问情况。得知患

者突发胃病，疼痛难忍，无法站立，吕大

畏立即通知当班队长徐钊，自己则在现

场观察守候并指挥过往车辆通行。随

后，该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赶到，将患者转

至医院。

在医院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及时处置

和悉心救治下，患者恢复状况良好，当日

便痊愈出院。

（冯光耀）

郑大二附院

安保人员热心救助患病女子

按照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统一部署，11 月 1日

起，郑州市3～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全面启动。郑州市疾控中心

专家建议，适龄无禁忌人群应接尽

接、应接早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