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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二病区位

于新院区住院部 A区 10楼，是以肿瘤化

疗、放疗、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为主

的肿瘤综合治疗科室。该科坚持以“病

人为中心”贯穿治疗全程，为患者量身定

制最合适的精准化治疗方案，提供个体

化诊疗服务，为患者带来康复新希望。

今年 68岁的何女士年前确诊患上

了肿瘤。近日，当她住进肿瘤内科二病

区的病房时，收到了一份暖暖的惊喜：

科室的医护人员为当天入住该科的所

有患者送上一束鲜花和祝福。经过一

段时间个体化的免疫治疗，何女士的病

情得到有效缓解，精神也好了许多。

该病区每个床位都设有 L 型的隔

帘，轻轻拉上就能营造出私密的“小房

间”；床头的呼叫系统可以细分为普通

呼叫、紧急呼叫和应急求助三种按钮，

方便医护作出相应的处理；独立宽敞的

卫生间里，24小时供应热水，马桶边设

置了专门的扶手和求助呼叫器……说

起病房里这些现代化、人性化的设计，

何女士忍不住赞叹道：“这里的病房环

境好，住着很舒服，医护人员对技术精

益求精、对病人和蔼可亲，他们的服务

更细致、更贴心、更温暖。”

家住市区新华路的患者曹先生是

该科室负责人王粉的老病号。听说她

调任肿瘤内科二病区，曹先生舍近求远

“追随”到新院区住院。王粉认真地为

曹先生检查心肺状况，她说：“做医生一

定要为病人着想，不能辜负了这份信

任。”据王粉介绍，部分肿瘤患者诊治过

程中需多次输注药物，血管受损严重。

为此，科室积极开展超声引导下中心静

脉置管术、PICC 置管及静脉港维护，为

患者解除后顾之忧，更好地照护患者。

“诊治的过程中，我们还会联合院

内多学科开展综合诊治，并与省级医

院、北京、上海等多家知名

医院远程协作、会诊，通过

基因检测、耐药机制检测

等先进技术，为患者制定

规范化、精准化、个体化的

治疗方案，最大程度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王粉说，科室会一切

以病人为中心，避免过度治疗，尽量减

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让治疗更精准、更

合理、更有效。

据介绍，肿瘤内科二病区在肺癌、乳

腺癌、胃肠道肿瘤、头颈部肿瘤、骨及软组

织肉瘤等实体瘤的诊断、治疗、护理以及

中心静脉管、PICC管、静脉港的置管及维

护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和特色。在积

极践行肿瘤综合治疗的基础上，融合了

“射频消融、粒子植入”等一系列肿瘤治疗

的先进技术和手段，能使广大患者得到

规范化、专业化、个体化的合理治疗，达到

了国内先进的临床内科治疗水平。

科室负责人王粉毕业于河北医科

大学、肿瘤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对各种

常见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拥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并担任河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

业委员会、放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平

顶山市抗癌委员会委员。

（本报记者 王春霞）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二病区

精准化治疗赢得康复新希望

该科人员在讨论病例 王俊豪 摄

人们追求美丽的脚步永不停歇。

现如今，整形美容进入寻常百姓的生

活，美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

简称总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副主任医

师张成书从事烧伤整形美容专业 15年，

为求美者锦上添花，也为烧伤重症患者

雪中送炭。

专业为美丽提供技术保障

2015年，张成书在科室的大力支持

下，前往国内整形美容外科权威医院

——上海九院进修学习。2016年前后，

在张成书的参与推动下，科室获得河南

省卫生部门美容主诊资质的备案。

对于求美者而言，匠心“雕琢”才是

塑造美丽的有效途径，这与张成书一直

以来追求的“艺术化外科”不谋而合。

在工作之余，书法和绘画是张成书长期

坚持的爱好。“锻造审美的同时，也能锻

炼双手的稳定性。”张成书说，正因从小

对艺术和医学的喜爱，让他在读研究生

期间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烧伤整形专业

的学习。走上临床之路后，他悉心磨炼

技术，将艺术审美投注于每台手术中。

日复一日的磨炼与孜孜不倦的求

精，张成书练就了在毫米间徒手缝合的

技术。他的细致严谨，见之于每一个伤

口的细致处理，进针、出针、创面平整度

都饱含艺术底蕴，缝合得既科学又美

观。他精益求精，即使对最常见的“重

睑术”也悉心研究，独创了“5度 2平衡”

的个体化设计方案，兼顾眉形、眼裂、眼

轮匝肌、脸形等，为求美者精心雕刻美

丽容颜。同时，他还是国内少见的使用

左右手进行手术的医者，在“重睑术”的

对称性设计和操作方面具备一定的美

学优势。

治愈身体创伤，抚平受伤心灵

爱与美丽同行，在张成书从医岁月

里记录着一路的艰辛与荣耀。

总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建于 1958年，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在鹰城乃

至豫西南地区有口皆碑。“初到医院时，

患者以烧伤为主，不乏大面积的深度烧

伤患者。”张成书介绍，该科成功抢救大

面积、特大面积烧伤患者数百例，并成

功治愈Ⅲ度烧伤面积达 99%的患者，综

合实力在省内外处于领先水平。

“大面积的烧伤患者都要经过休克

期、感染期，各种并发症以及呼吸道功能

衰竭等难关，每个关口都生死攸关。为

了抢救重症烧伤患者，我们吃住在医院，

一星期甚至半个月都不回家是常事。”张

成书说，彻夜不眠、工作量巨大，同时要

考虑烧伤患者重返社会的需求，这样的

高要求对医生提出了许多挑战。

治愈肉体创伤，修复受伤心灵。49

岁的叶县患者张静（化名）说，张成书是

赋予她重生力量的好医生。去年的一

场车祸几乎夺去张静的生命。急诊抢

救下，张静捡回一条命。但当得知自己

的背部、臀部、大腿皮肤肌肉组织大面

积撕脱导致皮肤坏死时，她再度陷入绝

望：“身体一半的皮肤都没了，以后还怎

么生活？”张成书和团队却没有放弃，他

们清创、植皮，前后历经近 20 次手术，

全面封闭撕脱创面，让裸露的背臀部重

新长出了新皮肤。团队无微不至的关

心让张静树立了康复的信心，在为期一

个多月的治疗中，医患携手共克难关。

这样的事迹在烧伤整形外科并非

个例。多年来，张成书与科室同事一道

不断引进新的诊疗理念。今年，科室还

筹备建设创面诊疗中心，率先在鹰城及

周边地区开展专业伤口治疗，对慢性溃

疡、糖尿病足、褥疮等各类创伤性伤口

进行专业规范化治疗。

公益传递医者温度

岁月痕迹深深浅浅，用心铸就仁心

仁术。自称为“烧伤人”的张成书，依托

专业技术不断治愈越来越多的危重患

者。同时，他热心公益，以专业传递正

能量。

在去年我省特大暴雨灾害中，一张

“最美背心”的照片广为流传，新乡卫辉

的救援人员头顶烈日，被晒出“背心”形

的晒痕。张成书看到报道的第一时间，

拿出 4万多元的积蓄，购买了治疗晒伤

和湿疹的药品，和 3位爱心人士驱车赶

到新乡卫辉。他们辗转联系到一线的

救援人员，在救援帐篷前支起了医疗

点，为救援人员诊治并指导用药。他的

爱心和用心被救援人员点赞。（李莹）

——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成书

匠 心“ 雕 琢 ”美 丽 人 生

本报讯 春季是百花开放、万

物复苏的季节，也是儿童支气管哮

喘的高发季节。“近段时间，我科已

收治多名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

患儿，通过规范化治疗，均已康复

出院。儿童支气管哮喘影响孩子

健康，如果不及时明确诊断，规范

治疗，甚至会危及孩子生命。”3月

29 日，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治医

师买国华告诉记者。

据买国华介绍，支气管哮喘是

儿童最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常在

换季时发作。主要症状是反复发

作的喘息、咳嗽、气促、胸闷，常在

夜间加剧。发病诱因与上呼吸道

感染、接触过敏原、剧烈运动、气候

变化等有关。春季空气中弥漫的

尘螨、花粉是最常见的吸入性过敏

原，一旦被有支气管哮喘病史的孩

子吸入后，极易诱发支气管哮喘。

另外，初春气温忽冷忽热，容易引

起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同样会引

起支气管哮喘发作。反复发作的

支气管哮喘不仅影响孩子们的生

长发育，也会造成肺功能受损，某

些情况下，如急性发作不及时就医

的话，甚至会危及孩子生命。

然而，很多家长对支气管哮喘

认识不足，总以为孩子是普通感

冒，致使病情不能得到规范化治

疗。再者，先天性气道畸形、胃食

管反流、气道异物等疾病也会引起

反复的喘息、咳嗽，与支气管哮喘

的症状很像，临床上不易鉴别，容

易误诊。因此，到专科医院、专业

科室去及时明确诊断、规范化治疗

成了重中之重。

据介绍，作为三级妇幼保健

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了全市支气管

哮喘儿童的健康，特选派儿科技术

骨干买国华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跟随我国著名的儿童哮喘专家殷

勇教授，针对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诊

断、规范化治疗进行深造。学成归

来后，买国华熟练应用于临床，让

越来越多的患儿受益。

市区 5 岁的童童（化名）今年

一入春就开始反复喘息、咳嗽，夜

间尤为明显，运动后加剧。辗转多

家诊所、医院，由于没有得到明确

诊断和规范化治疗，病情时好时

坏，家长十分担忧。经朋友推荐，

家 人 带 着 童 童 来 到 该 院 儿 科 就

诊。买国华详细询问了童童的病

史 ，仔 细 检 查 ，确 诊 为 支 气 管 哮

喘，并为其制定了缜密的治疗方

案，对症规范化治疗，孩子的病情

逐渐得到了控制。出院时，买国华

再三叮嘱患儿家长，在家一定严格

按照医嘱继续为孩子用药雾化，3

个月复查一次，直到停药为止。目

前，孩子病情稳定，未出现反复。

“支气管哮喘治疗周期比较

长，必须在专业医师指导下，坚持

规范化治疗，才能很好地控制病

情，家长一定要有耐心。”买国华

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喘息、咳嗽

频繁发作，雾化治疗有效，停药后

复发，伴有湿疹、过敏性鼻炎等过

敏性疾病史及家族史的孩子，都应

当引起重视，及时到专科医院就

诊，以免贻误病情。另外，有支气

管哮喘病史的孩子出门时一定要

佩戴好口罩，避免感冒，减少病情

复发。

（魏应钦 王春英 苗四海）

春季儿童支气管哮喘高发，市妇幼保
健院医生提醒：

明确诊断，规范化治疗是关键

本报讯（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

王文璐）近日，随着《2021年度河南

省三级医院基于 DRG 绩效分析报

告》的发布，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

服务集团总院在全省 73家三级综

合医院中，C值（综合实力）排名第

27 名，位列县级三级综合医院第

三名；CMI（医疗服务能力）排名第

32名，位列县级三级综合医院第 4

名。

据介绍，《2021 年度河南省三

级医院基于 DRG 绩效分析报告》

是对全省三级公立医院的一次“大

考”，是深化医改、推进医院高质量

发展“助推器”，从医院综合能力、

疑难病例治疗能力、外科能力、医

疗安全、学科发展及重点专科能力

六个方面展开考核评比，用统一指

标、同一数据平台、同一把尺子对

全省参评医院进行了综合分析，是

目前河南省三级公立医院评比的

权威榜单。

“作为河南省首批县域三级综

合医院，我们要夯实基础、强化内

涵，扛牢急难危重病症的救治重

任，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让老

百姓用更短的诊疗时间、更低的医

疗费用，享受更先进的技术、更满

意的服务、更安全的保障和更有效

的治疗。打造健康汝州，我们责无

旁贷。”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

集团党委书记胡现增说。

“省考”放榜

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
服务集团总院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魏应钦）市民周先生

结婚 3 年了，妻子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近日，周先生在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

诊治中心检查得知，引起不孕不育的原

因是他得了弱精子症。

据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

心医生段雪娇介绍，弱精子症又称精子

活动力低下症，精子活动力是决定受孕

与否的主要条件之一。引起精子活动力

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较常见的有生

殖道感染、精索静脉曲张、药物因素、物

理因素及环境因素、营养因素、内分泌因

素、免疫因素。还有一部分患者经各种

检查都找不到精子活动力低下的原因，

称其为特发性弱精子症。对于弱精子

症，应当系统检查病因，然后对症治疗。

属于生殖道感染引起的弱精子症，

如睾丸炎、附睾炎、前列腺炎、精囊腺炎

等，需要检查支原体、衣原体和致病细

菌；属于精索静脉曲张引起的弱精子症

患者，轻度的可以进行药物治疗，重度

的需通过手术治疗，同时需要配合药物

治疗；属于药物因素引起的弱精子症，

应立即停止服用该种药物，然后服用营

养精子药物；属于物理因素和环境因素

引起的弱精子症，如高温下作业者应调

换工作，禁止热水浴，在污染环境中工

作者应调换工种，同时应避免家装污

染，戒除烟酒；属于营养缺乏引起的弱

精子症，应针对病因补充维生素和微量

元素；若是免疫因素导致的，则应进行

免疫调节治疗；属于内分泌因素引起

的，应根据激素定量检查的结果做相应

治疗；对特发性弱精子症，应细心观察、

综合治疗才会有理想效果。

“弱精子症患者在治疗期间应禁烟

酒、辛辣刺激性食物，加强营养，讲究卫

生，不穿紧身裤，同时要避免禁欲或纵

欲。”段雪娇特别提醒。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提醒：

男性不育要查查是否患了弱精子症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中风是

中医学的一个病名，也是人们对急

性脑血管疾病的统称。3月 29日，

市二院神经内一科主任医师孙丽

萍表示，注意中风患者早期出现的

蛛丝马迹，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关

系着患者的安危和疾病的预防。

特别是及早发现短时间内反复出

现的症状，有利于及早发现疾病，

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据孙丽萍介绍，中风是以突然

昏倒、伴发口眼歪斜、语言不清、半

身不遂等为主要特征，发病根源是

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当脑血管

壁发生粥样硬化，使血管腔变狭窄

或形成夹层动脉瘤时，在患者情绪

激动、精神紧张或用力过猛、血压

升高等诱因影响下，血管破裂或阻

塞，使脑血液循环形成障碍，造成

部分脑组织缺血、水肿等病理改

变，并导致神经功能发生障碍，从

而出现一系列的中风症状。中风

的预警信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眼前发黑。众所周知，眼动脉

是脑动脉硬化病理改变最敏感的

血管。当脑动脉硬化时，眼底视网

膜供血不足，发生短暂性缺血，会

引起突然眼前发黑，看不见东西，

有时伴恶心、呕吐、头晕及意识障

碍，数秒钟或数分钟即恢复。

阵发性手臂无力。当颈动脉

硬化患者转动头颈时，容易使硬化

的颈动脉被扭曲或受压，加剧了颈

动脉的狭窄程度，导致脑急性供血

不足而突然感到手臂无力、持物落

地伴说话含糊不清，1-2 分钟后完

全恢复。

突发性视物模糊。如果视网

膜中心动脉及其分支发生闭塞时，

会导致眼底供血量减少，可造成视

物模糊或视野缺损，往往在 1个小

时内自行恢复。此时尚未出现其

他脑神经被累及征象。

反常的嗜睡症状。如果人的

脑部供血不足会抑制中枢神经，致

使病人不仅夜间，连大白天也昏昏

欲睡。有研究表明，75％的嗜睡者

在 6个月内发生了中风。因此，中

老年人一反常态地出现无明显原

因的困倦嗜睡现象，常预示缺血性

中风来临。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短暂性

脑缺血是指伴有局灶性神经功能

缺失（一过性偏瘫或单瘫、感觉障

碍、复视、失明等）的颈动脉或椎基

底动脉神经系统短暂性的血液循

环障碍。严格地说这是最轻型的

中风，但因为持续时间短，多在 24

小时内完全恢复，故亦将其视为恶

化期及稳定期中风的先兆。

孙丽萍提醒，凡出现以上警示

信号之一者，应及时进行检查，必

要时可做脑血管造影，早发现、早

治疗，严防中风发生。

市二院神经内科专家提醒：

了解中风的预警信号十分关键

暴汗服可否减肥？

随着气温日渐回升，不少爱美人士开始了新一年的

减肥计划。在今年的众多减肥“神器”中，一款名为“暴汗

服”的运动服装频频刷屏。这种服装以“快燃卡路里”为

卖点，声称能够“加速卡路里消耗”“提升新陈代谢”，可谓

句句说到减肥“困难户”的“心坎里”。

其实，暴汗服的原理并不复杂：通过防水材料将人体

局部包裹住，与外界形成一定的密闭空间，使运动产生的

热量无法迅速散发，在这种情况下，人体为了保持恒定体

温需要进一步加大排汗，从而实现“暴汗”。

山西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程景民

强调，这种减重方式并非减肥，“减重主要是减水分，而减

肥需要减脂肪”。此外，出汗多少与燃脂效果也没有必然

关系，因为脂肪分解产物中 84%是二氧化碳，是被肺呼出

体外的，“换句话说，跑步 1 小时消耗的热量是固定的，和

是否暴汗没有关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