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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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头”危害大 切除再吻合术“拿”掉它

以心为灯 照亮患者健康路
——记郑州市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郑仲华

静脉畸形——可变大变小的神奇肿块

□本报记者 郭培远孙好闯通讯员路瑞娜文/图

省宫颈病变规范化诊治研讨会
在郑大二附院召开

“放心吧阿姨，化验单上的指标在您

这个年龄是正常的，只要正常吃药就行

了。”近日，在郑州市中医院糖尿病科护士

站，内分泌科主任郑仲华对前来就诊的大

娘耐心地说道。

找郑仲华看病的人很多，为了见到郑

仲华，很多患者选择在护士站“堵”她。门

诊工作一结束，郑仲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

病房护士站，往往一忙就是一上午。“我们

科室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因为患者太

多，郑主任连吃饭都得挤时间。”糖尿病科

护士站的一位护士说。

该科室是郑州市中西医结合重点培

育专科及郑州市中医重点专科，有一支临

床与科研相结合的医疗护理团队，现有开

放床位50张，医务人员28人。该科室有

合理的人才梯队，医护人员具有扎实的中

医药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内分泌系统专业

知识，配备有瞬感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

72小时动态血糖监测仪、胰岛素泵、神经

传导速度检测仪、四肢多普勒血管检测仪

等专业设备，为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的诊

治提供坚实保障。

糖尿病科能有如今的“豪华”阵容，离

不开郑仲华自2011年起近10年的努力。

近3000个日夜奋战在一线的她，将

糖尿病科从内分泌科的一个小分支培养

成“中流砥柱”，这其中的艰辛被郑仲华一

句话轻轻带过——“患者恢复健康是我放

松的最好方式”。

郑仲华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师从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仝小林院士、

河南省名中医冯明清教授，并深得真传。

具有30年临床工作经验的郑仲华先后被

评为郑州市名中医、郑州市21世纪中医

人才、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拔

尖人才、郑州市中医药学科领军人才，获

得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学技术进步

三等奖两项，省市科技进步奖、成果奖11

项，发表论文60余篇，撰写专著两部，拥

有实用新型专利11项。

郑仲华推崇从脾论治糖尿病的学术

思想，擅长通过丰富的临床经验针对内分

泌疾病辨证施治。“大部分慢性病导致患

者死亡的根本原因并不一定是慢性病本

身，而是由它引起的并发症。单纯以大家

熟悉的糖尿病为例，其并发症有100多

种，患糖尿病10年的患者出现并发症的

概率达98%。”郑仲华说。

一年前，郑州市中医院糖尿病科接诊

了一位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脚部溃烂

患者（糖尿病溃足）。该患者描述，之前不

小心脚受伤了，想着不严重，在小诊所进

行了简单的消炎包扎，十几天后明显感觉

到脚部疼痛，溃烂严重，便去当地医院诊

治，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截肢，患者与

家属不愿接受。

听说郑州市中医院郑仲华医生通过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效果很好，患者第

一时间找到了郑仲华。经过系统的检查诊

断，郑仲华认为患者适用复合型治疗手段，

即中药内服、外敷，配合光照消毒等。经过

医护人员一个多月的努力，患者顺利出院，

不仅保住了脚，溃烂部位也完全愈合。

郑州市中医院内分泌科不仅擅长利

用中西医结合诊治糖尿病及其各种并发

症，还对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症、更年期

综合征、肥胖症、内分泌失调等病症有着

独特的诊治方法。该科室还开展有多项

中医特色治疗项目，如灸法、中药溻渍、中

医定向透药治疗、中药熏洗治疗、中药直

肠滴入、耳针、平衡火罐、穴位注射等，临

床疗效显著。该科研制的知芍消渴丸、玄

贝散结丸、丹芪壮骨丸已成为院内制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郑州市中医院内分

泌科创立的“八大治疗方法”，即补气活血法

联合中药熏洗治疗糖尿病足、保肾降浊法联

合中药直肠滴入治疗糖尿病肾脏疾病、和胃

降逆法联合穴位注射治疗糖尿病胃轻瘫、温

阳化气法联合穴位贴敷治疗糖尿病神经源

性膀胱、益气温阳活血法联合熏洗治疗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清肝泻火解郁软坚法治疗

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疏肝消瘿法治疗亚急性

甲状腺炎、补肾益髓强筋壮骨法治疗骨质疏

松症，为患者战胜病魔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能力即责任。为更好地服务百姓，郑

州市中医院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活

动，设立糖尿病健康教育沙龙，在每周举办

的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讲座上，为患者普

及糖尿病相关知识，获得患者的一致好评。

30年的行医生涯，郑仲华习惯用爱

心倾听患者的心声，始终都以博爱为怀，

救死扶伤为本，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

技、无私的情怀为每一位患者送去健康。

两岁的健健已经十多天不好好吃饭

了，近3天还发起了高烧。健健的父母都

在外地打工，年迈的奶奶带着健健先是去

了当地一家医院，输水后仍不见好转，后来

健健的脖子越来越肿，呼吸变得不顺畅，四

肢冰凉，口腔含满唾液和脓性分泌物，连说

话的力气都没有。好心的邻居帮奶奶拨打

了120，救护车把健健送到了河南省儿童

医院。

医生初步检查后认为，当务之急是改

善呼吸和氧合，PICU的医师立即为健健实

施了气管插管术，并接呼吸机辅助通气。

详细询问后得知，孩子十多天前吃过大

枣，当时有过呛咳。CT检查发现健健颈部

上段见枣核样的异物影。医生判断，孩子是

食道异物导致的食道穿孔，最终引起食道周

围脓肿、颈深部脓肿、脓毒败血症、休克。

因为枣核位处咽喉要道，手术风险极

大。为了确保手术顺利，在河南省儿童医院

医务部的积极组织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胸心外科、消化内科、医学影像科、呼吸科、

药学部、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及重症医学科

多位专家集结，一场多学科联合会诊迅速展

开，并最终制订出详细、周密的手术方案。

经过积极准备，河南省儿童医院的北

京专家、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特聘主任赵靖

和门诊主任许莹、副主任医师李颖等医生

紧急为健健进行了手术，现场取出一枚长

约2厘米的完整枣核。术中，健健食道涌

出约300毫升的脓血性分泌物。经过10

多天的精心治疗，健健逐步脱离生命危险，

感染也逐渐得到了控制。

食道异物是儿童常见的意外损害，异物

可导致食道血肿、穿孔，时间长了往往并发食

道周围感染、颈深部间隙感染，甚至纵隔感

染，若不及时就诊手术取出，后果非常严重。

专家提醒，孩子有以下情况要高度警

惕：吃饭时突然吐出食物，尤其是吃鱼时；

吃饭时突然哭闹，不愿再进食；不明原因地

拒食并伴有发烧，口腔没有溃疡，但突然流

口水，说话或哭闹时发音不清，如口中含物

一样；颈部肿胀，触摸有握雪感。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万道静）

12月26日，河南省医学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宫颈病变规范

化诊治研讨会在郑大二附院举

办。本次研讨会就宫颈癌及癌

前病变的筛查和规范化管理、

HPV疫苗研究进展、阴道镜、

LEEP相关理论及操作实践等

内容进行专题讲座，旨在普及宫

颈病变相关知识，规范宫颈病变

的诊治，推动全省宫颈癌防治工

作的发展。受疫情影响，此次会

议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通过

专题讲座、病例分享、专家讨论

等多种形式，为全省数万名基层

医生提供一场高规格、高质量、

高水平的学术盛宴。

目前，全球和中国宫颈癌负

担沉重，HPV疫苗接种和筛查

相结合是宫颈癌最佳的防控策

略。该院教授刘玉玲详细介绍

了2价、4价、9价HPV疫苗的

区别，并对HPV疫苗的应用现

状以及疫苗注射时的注意事项

进行了阐述。刘玉玲强调，在

选择HPV疫苗时不应只关注

疫苗所含的抗原型别，而应更

关注疫苗对宫颈癌的总体预防

效果，而且一定要在合适的年龄

段尽早接种。

阴道镜指引下手术可以最

大限度地达到切缘阴性，使宫颈

锥切的深度和体积最小化，实现

个体化精准治疗，最大限度地保

护患者利益。该院陈慧教授通

过丰富的临床案例及大量的阴

道镜图片，讲述了阴道镜在宫颈

病变治疗方法的选择、宫颈锥切

手术范围的确定等方面的指导

作用。

该院教授王晓静详细介绍了

LEEP的工作原理、手术指征及术

前、术后注意事项，并通过3个手

术视频详细介绍了手术步骤及手

术技巧，分享了手术心得，指出要

根据患者病史、是否有生育需求，

既往TCT、HPV及阴道镜检查情

况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尽可能

在解除病患的同时保留器官功

能，避免过度治疗。

该院主治医师汤福想根据

工作实践，提出治疗应个体化，

并不是所有的HSIL都需要手

术，有的也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方式，治疗后

的随访都是非常必要的。

研讨会邀请了上蔡县妇幼

保健院主任医师陈洁、郸城县

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齐梅英、

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马秀霞、许昌市人民医院主治

医师马玉瑶、郑州圣玛妇产医

院主治医师郭晓平进行阴道镜

病例分享。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冯光耀）

一年前，44岁的徐先生（化名）因腹部疼痛

去当地一家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输尿管结石，同

时在这家医院做了微创手术。半年后，徐先生

因右肾结石、输尿管狭窄再次进行取石手术，并

放置输尿管支架，医嘱需定期更换支架。今年

3月，徐先生取出输尿管支架，如期进行复查。

截至目前，徐先生已经先后经历了大小5次手

术，佩戴了长达9个月的输尿管支架。

复查现危机，团队群策订方案

不久前，徐先生定期复查时发现了右肾

积水、肾功能异常。已经经历了5次手术的徐

先生来到郑州寻求帮助，经人介绍，来到了郑

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

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泌尿外科主任韩

前河接诊了徐先生。经检查，徐先生的右侧输

尿管中段严重狭窄，已基本处于堵死的状态，

且嵌顿有小结石，右肾有中重度积水，且肾脏

已经开始出现萎缩。

如果输尿管持续堵塞，右肾积水将会持续

增多，导致其肾脏持续萎缩，甚至失去基本功

能。病情危急，韩前河邀请郑州人民医院总部

泌尿外科主任单中杰及其团队开展术前讨论。

考虑到之前徐先生输尿管反复放置支架，部分

输尿管管壁已经失去弹力，如果再行放置支架

不仅不能改善输尿管狭窄、右肾积水情况，还会

增加他的经济负担，影响术后生活质量。

经综合评估，医院最终决定切除闭塞的

输尿管段，彻底解决输尿管严重狭窄问题。

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医生

得知自己需要再次手术，徐先生异常焦虑。

韩前河多次来到徐先生的病房对他进行安抚，大

到手术方案，小到术中切口缝合用线问题，韩前

河都一一向其解释，让他了解自己的病情，知道

医生的治疗计划。慢慢地，徐先生焦虑的情绪

得到了缓解，与韩前河之间也建立了信任。

完成术前检查后，单中杰、韩前河带领团

队为徐先生进行了手术。术中探查到，徐先生

输尿管中段有2厘米左右的严重狭窄，管壁明

显增厚变硬，手术团队决定为徐先生实施右输

尿管狭窄段切除再吻合术。由于狭窄段比较

长，输尿管吻合后，手术团队为徐先生进行了

肾脏、输尿管游离，以消除输尿管的张力，促进

吻合口愈合。整台手术4个小时后顺利结束。

术后，韩前河多次与徐先生谈心，帮他树

立康复的信心。在院治疗近一个月后，徐先生

恢复良好，符合出院标准。

出院时，徐先生把一面锦旗送到了郑州

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泌尿外科。“因为结石，这两

年我遭了不少罪。韩主任让我很感动，我从没

遇见过这样的医生，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事事为

我着想。除了送面锦旗，没有什么能表达我对

他的感激之情。”徐先生哽咽地说道。

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泌尿外科，是河

南中医药大学及新乡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

基地，具备内腔镜室、尿动力学室和泌尿外科

实验室。泌尿外科微创治疗处于省内外领先

水平，尤其是腹腔镜技术、微创结石治疗、肾癌

根治、膀胱癌治疗、肾上腺疾病治疗方面。前

列腺疾病、男科和小儿泌尿外科为该科室主要

的研究方向，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科研特色和优

势，泌尿外科微创手术占90%以上。

（本报记者郭培远 通讯员陈慧）

刘女士最近给9个月的宝宝洗澡，发现宝

宝的脖颈处有一肿块，触摸肿块会变大变小。

刘女士带宝宝来到郑州大学五附院血管外科

就诊。医生告诉她，这是静脉畸形。

什么是静脉畸形？静脉畸形也称海绵状

血管瘤，如同海绵可以被压缩，也可以膨胀。

它是静脉异常发育产生的血管结构畸形，管腔

内的内皮细胞是正常的，管壁的平滑肌细胞较

正常血管则少了很多。

平滑肌细胞在静脉血管壁中主要起维持

血管张力的作用，若大量减少，就如同橡皮筋

失去了弹性，静脉管腔就会异常扩张，这些扩

张的静脉团块便造成了静脉畸形。

静脉畸形何时出现？静脉畸形从婴儿出

生时就可能存在，大部分可以经体检发现，少

部分在幼年或青少年时才被发现，极少数出现

在老年阶段。

静脉畸形在哪些部位多见？头面部多发，

四肢、躯干次之。

静脉畸形会消退吗？答案是否定的，而且

随着患儿的发育，瘤体等比例生长。

静脉畸形在外观上有哪些表现？浅表病

变呈蓝色或深蓝色，主要是皮肤或黏膜表面扩

张的静脉团块。深部静脉畸形的表皮肤色可

能是正常的，由于扩张的静脉团块位于深部的

肌肉、腺体等组织中，导致局部组织体积增大，

外观为不对称的局部突起。

静脉畸形肿块为什么会变大变小？扩张

的静脉团块内无静脉瓣膜防止血液倒流，因重

力作用血液将流向低于心脏水平的管腔中，肿

块会增大；而当病灶高于心脏水平，血液将流

出病灶，肿块会缩小。如面颈部病变，在低头、

屏气时可充盈增大，患儿哭闹或用力挣扎时膨

大；病灶在四肢者，肢体抬高则肿块缩小，肢体

低垂则肿块增大。

静脉畸形会疼痛吗？静脉畸形的包块大部

分触之柔软，无痛感，但是范围较大的静脉畸

形有时可触及瘤体内有颗粒状静脉石，会反

复局部疼痛和产生触痛。这是因为畸形扩张

的静脉内血流缓慢，形成了不流动的血栓所致。

静脉畸形有哪些影响？颌面部的病变常

影响五官，并可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例如视

力下降，吞咽、语音、呼吸等功能减弱。关节附

近静脉畸形，患儿为了减轻疼痛，可能会长期

保持肢体在功能位，加上长期不活动，会引起

关节变形、活动受限，如手腕畸形、马蹄足等。

大范围的静脉畸形会引起出血，大量的血

液淤滞于扩张的静脉腔内，造成凝血系统不断

消耗凝血因子，导致血小板减少，引发消耗性

凝血病变，内脏出血、便血。患儿会有贫血表

现，如面色苍白、疲乏无力、食欲减退等。

静脉畸形是良性病变，且随体位变化，宝妈

如遇此类病变，不必焦虑，可及时到正规医院血

管外科就诊。（郑州大学五附院血管外科任菲）

随着乳腺癌发病率的提高，

乳腺结节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关注。一旦发现乳腺结节，很多

人都陷入了恐慌：是不是会发展

成乳腺癌？怎么检查才会确

诊？一切了之是不是上上策？

12月28日，河南省肿瘤医

院乳腺结节多学科门诊开诊

啦！该门诊汇集乳腺科、医学影

像科、超声科、钼靶室等多个学

科的专家，将为有乳腺结节问题

的广大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提

供更加规范的个体化诊疗服务。

据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

主任刘真真介绍，乳腺癌的发生

发展大多是从不典型增生到原

位癌再到浸润癌，需要对结节进

行随访观察，必要时早期进行治

疗。确诊结节是良性，经过健康

指导，患者解除紧张情绪，放下

心理负担；如果确诊结节是恶

性，早期发现，规范初治，预后效

果也很好。

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作

为河南省乳腺病诊疗中心，承担

着全省乳腺癌的诊疗及防治重

任。作为河南省肿瘤医院多学

科诊疗首批试点科室，乳腺科通

过MDT让越来越多患者的治

疗从规范化、合理化走向个体

化、精准化。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庞宏卫）

专家门诊专家门诊

河南省肿瘤医院
乳腺结节多学科门诊开诊

健康提醒健康提醒

一颗枣核差点要了命
孩子有这些症状，可能是食道异物

为守护好禹州市北大门，该市卫生计生监督所组建54人的先锋队

奔赴市北高速口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奉献

和担当诠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护卫健康”的卫生监督精神。图为12

月29日，先锋队员对过往行人测量体温。 关凯王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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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仲华耐心接诊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