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贴士 肺错构瘤是一种常见的良性肿瘤，分为支气管内

型和肺实质型。支气管内型错构瘤临床多表现为咳嗽、咳痰、胸

痛、发热、咯血等症状，其症状轻重和咳嗽持续时间、肿瘤阻塞的

部位和程度有关，容易与中心型肺癌、支气管腺瘤及息肉混淆。

由于支气管内型错构瘤引发的临床症状较为痛苦，原则上应及

时进行手术治疗。借助电子支气管镜检查能够更直接、更清晰

地观察并摘除腔内肿物，消融速度快，出血少。

健康资讯

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规定》，专家会议评审，遴选出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第四批特别资助（站

前）共399名拟资助人员，郑大二附院

刘剑波教授课题组博士后、助理研究

员刘海芳入选。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于 1985年

设立，是国家专门为博士后研究人员

设立的科研基金，旨在促进具有发展

潜力和创新能力的优秀博士后研究

人员开展创新研究，培养造就一支高

层次创新型博士后人才队伍。

该基金资助项目主要有面上资

助、特别资助和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

助，其中特别资助分为站前、站中两

种类型。刘海芳获得的是为吸引新

近毕业的国内外优秀博士进站所设

立的站前特别资助，资助标准为18万

元。

郑大二附院一直高度重视科研

工作，不断完善科研管理，从政策上

鼓励和支持职工积极参与科研活动，

同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入驻医院。

（陈建设冯光耀）

郑大二附院刘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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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宿命？
做到这三点能“逆天改命”

幼童长期便秘 试试中医攻补

护好脾胃 吃啥都香
跟着专家掌握“秘籍”应对小儿积食

平时喂养孩子要遵循“3W”

（吃什么、在哪儿吃、什么时间

吃）原则，即制定营养丰富的食

谱、固定吃饭地点、决定几点吃

饭和每餐吃多久，但具体吃多

少，则要由孩子自己决定。

健康贴士

健康提醒健康提醒

2222岁的小亚岁的小亚（（化名化名））腹胀腹痛半个多腹胀腹痛半个多

月月，，到医院检查发现到医院检查发现：：肝癌晚期肝癌晚期！！癌细胞癌细胞

已经形成栓子已经形成栓子，，顺着血管长进了心脏顺着血管长进了心脏。。

医生说医生说，，这么年轻患癌这么年轻患癌，“，“祸根祸根””是乙肝是乙肝。。

为什么有人突然查出肝癌就已是为什么有人突然查出肝癌就已是

晚期？肝炎与肝癌之间有哪些联系？

肝癌注定是肝炎患者的“宿命”吗？

7月 28日，是“世界肝炎日”，本报

记者走访省肿瘤医院，结合病例请几位

专家聊聊肝炎防治的那些事儿。

不自知、无症状
乙肝传染恶化的根源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器官，

也是最大的消化器官。听着好像很硬

核，但它其实很脆弱，特别是在病毒面

前。”省肿瘤医院微创介入科副主任医

师程洪涛告诉记者，“目前，由病毒引起

的肝病主要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

和戊肝，其中，乙肝、丙肝危害最严重。”

程洪涛介绍程洪涛介绍，，常言说常言说““胃是喇叭胃是喇叭，，

肝是哑巴肝是哑巴”，”，肝脏是一个不存在末梢神肝脏是一个不存在末梢神

经的经的““沉默器官沉默器官”，”，即使发生病变即使发生病变，，早期早期

一般没有痛感一般没有痛感。。在临床上在临床上，，7070%~%~8080%%

的患者确诊肝癌时已是中晚期的患者确诊肝癌时已是中晚期，，不少不少

人和小亚一样人和小亚一样，，直到确诊肝癌才知道直到确诊肝癌才知道

自己已感染乙肝多年自己已感染乙肝多年，，失去了失去了手术机

会，预后效果较差。

“全世界近一半肝癌发生在中国，

与肝炎患者不体检、不诊断、不治疗有

关。”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

师王谦表示，长期罹患乙肝、丙肝而不

加以控制，可能会发展为肝硬化，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肝硬化发生癌变的概

率会升高。

得知弟弟患了肝癌，小亚的哥哥

也赶忙到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

他也是乙肝患者，且病毒DNA定量为

每毫升血液 7亿个病毒的 DNA拷贝

（正常值小于每毫升 100个），传染性

极强，危害性极大。

王谦表示，小亚的哥哥将来患肝癌

的可能性非常高。“兄弟俩、一家人都患

肝癌的新闻屡见不鲜，这并不是因为肝

癌传染，而是因为乙肝传染，加之没有

积极治疗造成的。”

如何阻断传播、防止恶化
及时接种疫苗、科学治疗

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医学博士、副

主任医师吕慧芳对记者说，及时接种疫苗

是预防肝炎的最有效方法，我国免费为感

染乙肝孕妇所生的新生儿接种乙肝免疫

球蛋白，以阻断乙肝的母婴传播途径。

因为肝病非常隐匿，临床通常没有

任何症状，吕慧芳介绍，这就需要定期

进行抽血化验乙肝五项、乙肝病毒定

量、肝功能等来检查。

如果肝功能正常，仅仅是携带乙肝

病毒，就不需要药物治疗，3~6月定期

复查一次即可。如果肝功能异常，则需

要进行药物治疗。

乙肝的传播途径主要是血液传播、

母婴传播、密切生活传播、性传播和医

源性传播，日常生活中和乙肝患者一起

进餐（包括共用餐具）、拥抱、握手是不

会传染的。

肝炎→肝癌是宿命
做到三点能“逆天改命”

肝炎转为肝癌的概率仅为千分之

三，想要阻断肝炎→肝硬化→肝癌的发

展“三部曲”，王谦希望借河南日报农村

版提醒人们，做到下面三点很重要。

一是定期体检，早诊断、早治疗。

建议至少每半年体检一次，除了乙肝五

项、乙肝病毒定量、肝功能之外，乙肝患

者还应增加超声、甲胎蛋白检查，必要

时增加CT或磁共振检查。

二是积极并坚持有效的抗病毒治

疗。目前，对乙肝并无特效药可用，但

坚持规范抗病毒治疗，能有效延缓和阻

断病程进展，部分患者可实现功能性治

愈。丙肝患者口服直接抗病毒药物12

周，治愈率可达95%以上。

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烟酒

都有损肝脏，导致病情恶化，所以乙肝

患者一定要禁烟禁酒。另外，保持良好

的生活作息，避免熬夜，适当运动，也有

助于阻断病情发展。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庞红卫)
医学科普医学科普

记者近日从省保健委员会办公

室、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包括郑州大

学第五附属医院在内的全省17家单

位调整为省直干部保健定点医院。

近年来，郑大五附院充分发挥三

甲医院资源优势，在诊疗技术、科研

能力、医疗设备、人才培养等方面快

速发展，为干部保健工作构建了良好

平台。该院保健办通过选派保健专

家团队，圆满完成了30余位副国级领

导在豫考察期间的医疗保障任务，参

与并完成 2017 年~2022 年省两会、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第十届海峡两岸黄埔将军团拜

祖大典、在豫国际会议、省抗击新冠

肺炎表彰大会等20余次重大活动医

疗保障任务。

基于对干部保健工作所做的贡

献，该院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干部保

健工作先进集体，院长郑鹏远、肌肉

骨骼疼痛康复科副主任梁廷营、消化

内科一病区副主任黄煌被评为省老

干部局优秀保健专家，副院长汤有

才、心肺康复科主任赵阳、心血管内

科二病区主任梁雪、神经内科专家何

远宏、保健办主任郭亚君被评为全省

干部保健工作先进个人。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马珂）

郑大五附院成省直干部保健定点医院

减肥是女生永远的追求，

吴女士也不例外。

她看到很多视频博主为减

肥每天跳绳数千甚至上万下，

自 己 也 跟 着 每 天 跳 绳 4000

下。1个月后，吴女士感觉腿特

别疼，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她的

半月板和韧带出现撕裂。进一

步检查后发现，她本身的半月

板发育有些畸形，不太适宜进

行剧烈运动。

跳绳为什么损伤膝盖？

省直三院医学运动科医生

刘涛解释：“膝盖主要由骨骼、

（关节）软骨和辅助软组织（韧

带、半月板等）组成，跳绳过程

中，每次单脚落地时膝关节负荷

峰值相当于承担了跳绳者两倍

到三倍的体重，同时跳得越高，

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如

果长期把跳绳作为健身和减肥

的手段，可能会损伤膝关节。”

刘涛提醒，跳绳是非常好的

有氧运动，但对人体肌肉的耐力

要求很高，如果用力方法不对、

肌肉力量跟不上，加上跳得高、

持续时间长，不仅会损伤膝关

节，落地不稳还容易扭伤踝关

节。此外，交叉跳、开合跳这些

动作也很考验脚踝的平衡能力。

如何保护膝盖？

省直三院医学运动科治疗

师孙岩建议，保护膝盖从以下

几点做起：

控 制 饮 食 ，保 持 合 理 体

重。支撑体重的最大负荷在膝

盖，所以必须保持正常的

体重，从而避免加重膝盖

承受的重量。日常饮食

要低油、低脂、低热量，多

吃水果蔬菜。

合理使用膝关节。

常规运动可以锻炼

膝关节的力量，从而增强其耐

压程度，减缓磨损。平时应该

尽量避免剧烈运动，避免过度

蹲站，运动前充分热身，必要时

可佩戴护膝等。

增强膝关节健康运动。通

过器械锻炼增强膝关节周围肌

肉力量，可提高膝关节稳定性，

减少膝关节损伤的发生。

膝盖一旦出现不适，应立

即停止运动并及时就医。恢复

期间，适量减少运动量并避免

剧烈运动。

还有哪些因素损伤膝盖？

刘涛认为，常见的一些不

良习惯也会加剧膝关节的损

伤。比如久坐，影响关节内循

环，关节软骨不能得到充分润

滑滋养；比如久站、长时间行

走，造成肌肉韧带等膝关节周

围软组织疲劳；比如肥胖，增加

膝盖压力，加速关节磨损；比如

运动量或运动强度过大，肌肉

劳损，膝关节稳定性下降；比如

经常跪地、下蹲、屈膝、坐矮板

凳等，增加膝盖负荷；比如鞋子

不合适，经常穿高跟鞋、趿拉板

儿等，活动过程中姿势体态改

变，膝盖负荷力线改

变，造成膝关节

磨损。（本报记

者 郭 培 远
通 讯 员 肖
婧菁）

老王咳嗽了整整一个月，用他爱人的话来说，“恨

不得把肺都咳出来”。虽然出门戴着口罩，但无论走

到哪儿，他都要忍受别人嫌弃的目光。需要养家糊口

的他在家待业3个多月，最近好不容易有了个面试的

机会，但因为剧烈咳嗽，面试的人事主管担心老王的

身体不能胜任工作，建议他先到医院检查下身体。

这不检查不知道，老王的肺里竟然有个瘤！

当地医院结合CT影像，诊断老王是左肺下叶炎

症，气管、左侧主支气管及下叶支气管腔内痰栓塞，

给予反复抗感染治疗，效果不明显。考虑到老王有

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大气道被堵95%以

上，医生建议老王转诊到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7月26日，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区主任

陈秋生和副主任徐超接诊了老王。结合病史、检查结

果，两位主任高度怀疑老王是错构瘤堵塞了左侧支气

管，建议老王在全麻状态下进行气管硬镜下消瘤术。

气管镜下观察，老王的左侧主支气管下段几乎被肿物

完全阻塞，连外径仅6毫米的气管镜都难以通过。经

过电圈套器套切、反复二氧化碳冷冻、激光、氩气刀消

融等一系列操作，老王的左侧主支气管管腔终于通

畅。随后，老王的肺活检病理显示为软骨错构瘤。

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术后第四天，老王接

受了二次消瘤，肺内肿物和坏死组织残留被进一步清

除，肺部左下叶的分泌物明显减少。术后第五天，老

王复查胸部CT，其左侧主支气管及下叶支气管内结

节消失，左肺下叶炎症较之前减轻很多，建议出院。

陈秋生提醒，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只要

超过一个星期还没好，都需要赶紧看医生。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封宁）

一到吃饭时间，妈妈就要围追堵

截，跟4岁的嘉嘉（化名）斗智斗勇。

妈妈郁闷至极：“辛辛苦苦做好

的饭菜，吃两口就跑。去医院检查什

么也不缺，但就是身高和体重不达

标。大便干结，睡觉不好，早上起床

嘴里还有股酸臭味。唉，养个孩儿咋

就这么难呢？”

“像嘉嘉这样胃口不好、易积食

的孩子不在少数，中医上称之为胃肠

积滞，西医上叫功能性消化不良。”郑

州人民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住院

医师蒋会莉介绍说，婴幼儿时期生长

速度最快，对营养需求量较大，但因

为此时脾胃等脏腑功能尚未发育完

善，很容易发生积食。

蒋会莉讲解，小儿积食可以分为

积食初期、食积化热、脾虚积滞三个阶

段。在积食初期，患儿症状多是不思

饮食、呕吐、腹胀、大便酸臭、睡眠不

宁、易哭闹。简而言之，就是小儿的进

食超过了其胃肠消化的能力，呕吐、腹

泻是患儿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

若未及时治疗，病情发展进入食

积化热阶段，患儿内热，表现为口臭、

手足心热、脾气暴躁、夜寐不安、大便

秘结等。

若病情继续发展，到了脾虚积滞

这一时期，患儿表现为面色萎黄、形

体消瘦、食欲差、大便稀溏、食后则便

或多食多便。

蒋会莉支招，小儿积食，使用消

食导滞类中药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

效果，但此类药物应该辨证施治，如

果伴随食积内热，需要配合清解积热

法；如果是脾虚积滞，还需要健脾益

气。对于难以服药的婴儿，还可以选

择捏脊、摩腹、穴位贴敷等外治方法。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陈慧)

一个月前的一个上午，笔者在门

诊接待了一对30多岁的年轻爸妈，带

着刚刚3岁的女儿前来求医。

询问得知，孩子近半年来一直严

重便秘，腹胀，在几家大医院都诊断为

先天性巨结肠，建议住院手术治疗。

笔者观察发现孩子很瘦，腹部膨

隆，爱哭闹，检查可触及其腹部有粟粒

样硬块，按压时哭闹不止。检查口腔和

双手，发现其舌质红、苔少，指纹淡红。

问及孩子平时的喂养情况，年轻妈妈说

孩子一直由她自己带，两岁半之前都挺

好，就在半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孩子

出现了便秘，大便干结得像算盘珠子一

样，排出非常困难，并且逐渐由两三天

排一次发展到后来的六七天排一次，每

次排便都哭闹不止，饮食也逐渐减少。

这半年来，孩子明显消瘦了不少。

孩子半年前排便一直正常，如果

是先天性巨结肠，不应该在两岁多才

发病。结合其临床表现、舌象和指纹，

诊断孩子为便秘，属于因实致虚的虚实

夹杂证，当下拟定了先攻后补的治疗方

案。先以大承气汤加生白术、火麻仁、

杏仁，以通腑泄热，软坚润肠，外加了

15克芒硝，目的是要把硬结的大便软

化，把宿便清理干净。

3天后复诊时孩子妈妈描述，服用中

药后孩子当天排了两次大便，最初都是

像算盘珠子一样的干粪块，孩子排便时

仍哭闹，第二次排便时不哭不闹，干粪块

极少，孩子肚子变软，进食量也有所增

加。第三天孩子排的基本都是稀水，多

次主动要水喝，饮食量明显增加。给孩

子做腹诊，孩子配合、不哭闹，原来触到

的粟粒样硬块消失。同时其舌质淡红，

舌苔薄白，指纹淡红，表明肠腑已通，脾

运未复。遂开了7服香砂六君子汤加鸡

内金，外加炒神曲健脾养胃，总共治疗10

天，原本要手术的疾病得到治愈。

随访至今，孩子健康成长。

（郑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罗宏伟）

事起一壶夺命酒

7月 26日，凌晨一点的省人民医

院门诊东区，呼吸内镜介入诊疗中心

灯火通明。人高马大、近200斤重的

小伙张涛（化名）坐在椅子上，伴随痛

苦的咳嗽声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

同伴和两位急诊科医护人员边照顾

他边焦急地往走廊里张望。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一名年

轻人边跑边说：“这是刚拍的片子，异

物正卡在嗓子眼……”

接诊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呼吸介入专家张群成拿起

张涛的检查结果，不禁倒吸一口凉

气：这口酒喝得可真要命！

经了解，前一天晚上，张涛跟几

个朋友聚餐，高兴之际，他打开一瓶

白酒，倒满酒壶，一饮而尽。喝到最

后一口，张涛觉得像突然被人卡住

了脖子，说不出话来，脸也憋得通

红。朋友们见状，赶紧把他送到当

地医院。

紧急抢救异物是一塑料环

当地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检查

发现，有异物卡在了张涛的声门与喉

室之间，尝试取出却告以失败。张涛

坚决拒绝切开气管，医生只好建议其

转院。当天晚上10时，同伴驱车载张

涛紧急赶往郑州，直奔省人民医院急

诊科。经诊断，需立即在气管镜下取

出张涛气管内异物，否则有生命危险，

这才联系了擅长气管镜手术的张群

成，并做好了充分的手术准备。

做气管镜手术需要全麻，由于张

涛处于酒足饭饱状态，全麻很容易出

现胃内容物反流，导致呛咳窒息，加上

检查显示异物较大，质地坚硬，且卡在

气管要害部位，操作不当很容易出现

喉头水肿、窒息、出血等严重的并发

症。

每年操作 300 例大气道狭窄、

3000例气管镜检查与治疗的张群成

在充分告知张涛以上风险后，以丰富

的临床经验、娴熟的技巧，用异物钳顺

利取出了他的气管内异物。

在场的众人这才看清，“肇事者”

原来是酒瓶盖上的白色塑料环，直径

超过30毫米。（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

员 胡晓军）

气管异物可能夺命
镜下手术轻松取出

7月22日，郑州市二七区医养联合体试点工作暨双向转诊工作签约仪
式在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举行，该院与22家卫生服务中心签署医养结合
合作协议。 王元植 摄

气管支气管异物在临床上很

常见，危急情况下可导致人窒息，

危及生命，应立即到医院进行相关

检查，尽快实施气管镜手术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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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贴士

肝炎肝炎→→肝肝癌癌

（本版漫画来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