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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综合AⅠ·14

截至8月31日，“1+1肛肠
健康爱心行动”共有1693人参
与，1228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肛
肠疾病，其中痔疮、肛裂、肛瘘
占一半以上，大部分人未接受
过正规治疗或手术，且几乎所
有人都用过药物，但没有明显
好转，直到现在病情加重，严重
影响到生活和工作才来检查。

令人担忧的是，活动中查
出17例大肠癌患者，这些患者
几乎都有把大肠癌当做痔疮、
肠炎等治疗的经历。前来参加
筛查的冯先生就是如此，便血、
黏液便数月，在家附近诊所诊

断为结肠炎，输液后没好转，一
查是直肠癌，且癌细胞已扩散。

7类人群
应重点筛查大肠癌

“结直肠病变自然病史可
达5~10年，如能在癌前病变阶
段查出，就能早发现早治疗，治
愈率及生存率也可大大提高。”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
长、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邀专
家刘佃温教授指出，大肠癌早
期治愈率可达90%以上，因此
早期筛查意义重大，尤其是大
肠癌高危人群。

什么人群属大肠癌“高危
人群”？刘佃温教授提醒，综合
以下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况者

属于筛查范围：1.40 岁以上人
群；2.有痔疮和长期便血；3.直
系亲属有结直肠癌病史；4.长期
有慢性腹泻持续超过3个月；5.
大便异常，且持续一段时间；6.
有慢性阑尾炎、胆囊炎或已切
除阑尾和胆囊的；7.曾得过大肠
息肉的患者，肠道恶变率更高。

肛肠微创手术
最高可获1000元援助

为让更多市民重获肛肠健
康，由本报联合郑州丰益肛肠
医院举办的“1+1肛肠健康爱心
行动”自9月3日起特别增设医
疗救助项目，市民除可继续申
请“0元查肛肠”，需微创手术者
还可获500~1000元救助金。

想感受世界先进仪器
有多高精尖吗？想更加便
捷准确地排除消化道疾病
吗？想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权威专家的医疗服务吗？

9月2日，全国著名消
化病学和消化内镜学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
申教授与河南省人民医院
牵手联姻，共同建立全省
首家“河南省消化内镜尖
端 诊 疗 技 术 院 士 工 作
站”。至此，省人民医院的
院士工作站达到10家。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邵凤民说，此次院士工作
站落户省医，意味着消化
科，尤其是在内镜诊疗方
面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
赢来新的发展机遇。省医
将把院士工作站建好、运
行好，在学科建设、科研攻
关、人才培养方面努力实
现新的提高、新的突破。

李兆申院士说，河南
是食管癌、胃癌高发区，希
望能够通过深度合作将先
进的内镜技术带到河南，

推动河南消化内镜水平的
不断提高，提升消化系统
疾病的诊断治疗水平，共
同谱写消化内镜事业发展
的新篇章，使广大百姓受
益。

《2017河南省肿瘤登
记年报》显示，发病率前十
名的癌症中，胃癌、食管
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
瘤扎堆。

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李修岭介绍，面对高
发病率，只有做到早筛查、
早诊治才能提高患者的存
活率。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早癌的发现率和诊断
率仍较低，想要改变这种
局面，不仅需要人们提高
健康意识，还需要医务人
员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河
南省消化内镜尖端诊疗技
术院士工作站”正是为了
将李兆申院士及其团队研
发的先进技术引进河南，
让河南百姓与“世界领先”
之间缩短距离，在家门口得
到安全可靠的诊疗服务。

近日，郑州仁济医院
外四科接诊一例因车祸导
致面部多发粉碎性骨折的
伤者。通过检查的片子，
可以清晰看到51岁的卢
先生脸部骨骼碎得像“玻
璃碴”一样。

接诊卢先生的是外四
科吴召森主任带领的团
队，经过会诊，发现伤情不
容乐观：除了面部多发粉
碎性骨折，还有面中部凹
陷严重、面部变形严重等
问题，需要立即手术治疗。

然而，有两个难题需
要攻破：一是脸部骨骼碎
的程度很严重、碎的部位
又多，术中需要将其拼凑、
复位；二是受伤部位在脸
部非常特殊，治疗的同时
要尽可能避免留下疤痕，
避免对伤者以后的生活造
成影响。这就对手术切口
的位置和大小有严格的要
求，要在细小的手术切口
下将碎裂的骨骼拼凑、复
位难度很高，不仅考验手

术医生的耐心，对医生的
技术也是极大的挑战。

术前，吴召森主任组
织韩颖干、李建永、海莉三
位副主任进行会诊，借助
三维成像、3D打印技术制
订精准详细的手术方案及
备用手术方案，并进行模
拟手术，以确保手术安全。

正式手术开始后，医
生将手术切口选择在隐蔽
的地方，采用在口内、睑缘
加微创小切口联合，进行
微创骨折复位、整形修复
等，精细地将粉碎骨折处
一一对位，用了11块微型
钛板固定，重塑面中部，纠
正面中部凹陷，并对手术
切口采用美容缝合，加快
康复的同时预防疤痕的发
生，最终实现了让“碎脸”
再重圆。

得益于手术切口采用
了美容缝合，加快康复的
同时可预防疤痕的发生，
卢先生恢复得非常好，目
前已康复出院。

夏秋交替，气温变化无常，
多种儿童常见病如急性呼吸道
感染、流行性腮腺炎、肺炎、湿
疹等悄然来袭，危害儿童健
康。特别是儿童扁桃体炎患者
大大增加，家长应加强小儿扁
桃体炎防治意识。

“儿童免疫力较低，当气温
变低时，容易受凉，加之细菌感

染，容易引发扁桃体炎，主要表
现为发热、咽喉肿痛，同时伴有
食欲不振，甚至拒食，精神不
振、疲乏无力、头痛、周身疼
痛。”郑州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庄
探月提醒，如果儿童出现这种
情况，家长应带孩子及时就医，
否则容易引发肾炎或心肌炎。

庄探月表示，夏秋交替，小

儿的日常护理极为重要。首
先，不要一味相信“春捂秋冻”
一说，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随时
给孩子增减衣物；其次，要保持
儿童口腔清洁，吃东西后要漱
口；再次，要多饮水，饮食宜营
养、清淡、软烂易消化；最后，不
要带孩子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场
所，同时注意室内通风等。

陈先生年过七旬，患有高
血压和糖尿病，最近儿女给他
买了一份体检套餐。体检时医
生说像他这种情况，除了常规
体检外还要查得再细一些。

“在冠心病已知的十大危
险因素中，年龄、性别和家族史
是无法干预和改变的，其他危
险因素的控制已被证明可以预
防或延缓冠心病的发生。”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刘
永生说，针对心血管疾病发病
率越来越高的现状，很多医院
的体检中心为40岁以上可能
具有危险因素的人群设计了心
血管疾病筛查的体检项目，包
括血糖、血脂、尿酸等化验指标
的测定，体重指数、腰围的测
量，外周血管动脉硬化的检测、
心脏超声检查等。但是，对于
同时合并多种危险因素的高危
患者，除上述常规检查项目外，

还需要做更具针对性的检查。
这些检查主要包括：
1.颈动脉超声。采用多功

能超声检查仪进行检测，分别
测量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和颈
外动脉各血管的内径，观察血
管内膜、管壁变化，有无斑块及
管腔有无狭窄和闭塞等形态改
变。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
系，目前颈动脉超声已作为观
察动脉粥样硬化的窗口在临床
上广泛应用。该检查可定量评
价高危人群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病情况，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
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

2.静息及药物负荷心肌灌
注显像。心肌灌注显像是诊断
冠心病的一种可靠、安全的无
创检测方法。受检者分别在静
息及负荷状态下静脉注射心肌
灌注显像剂，使心肌显影。利

用静息及负荷状态下的图像对
比可以进行冠心病的诊断，并
评估冠脉病变的范围、程度和
心肌活力等。

3.冠状动脉CT。多排螺
旋CT检查是目前公认的诊断
冠状动脉病变的最佳无创影像
方法，对于冠状动脉病变的诊
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尤其是对于有胸闷、胸痛
等心脏相关症状，疑似冠心病
患者的筛查和诊断，多排螺旋
CT相比冠状动脉造影更简单、
更安全，也更经济。目前很多
三甲医院采用的都是64排螺
旋CT，它相对于原来的8排、
16排CT，具有所需扫描时间
短、受检者接受X线辐射少、检
查更安全的特点；同时更短的
扫描时间也使得CT成像受呼
吸、心率等影响更小，所得到的
冠状动脉图像更清晰和准确。

“1+1肛肠健康爱心行动”即日起特别增设医疗救助——

肛肠病患者可获微创援助500~1000元
9月3日起，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即可申请“0元查肛肠”及微创援助

“老痔号”赵先生近来有苦
难言，痔疮膏越来越不管用，如
厕时便血量只增不减，还有肿物
脱出肛门，疼痛难耐。他于上周
来参加活动。高清屏幕上显示，
距离赵先生肛门5厘米处有几
颗伞状的息肉颗粒，还伴有严重
的混合痔，恶变几率极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多数患者用错药
肛肠老病号中肠癌患者多

心脏病高危者要做针对性体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夏秋交替，当心小儿扁桃体发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黎黎

全省首家消化内镜
院士工作站落户省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崔冰心

脸部碎成“玻璃碴”
3D打印技术助力“复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任筠

“1+1肛肠健康爱心行动”特别增设医疗救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