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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六 戊戌年正月初九

专家简介

为了加强全省卫生计生系统新
闻宣传工作，组建一支优秀的通讯
员队伍，提高新闻宣传报道数量和
质量，更好地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为
全省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创造良
好的舆论环境，现将医药卫生报社
新闻宣传通讯员遴选和推荐工作事
宜通知如下：

一、遴选推荐办法

各省辖市卫生计生委、各地医
疗卫生计生机构根据工作实际，确
定一两名新闻宣传通讯员负责本
地、本单位新闻宣传信息的整理
上报工作。通讯员推荐人选由各

地、各单位自行确定。医药卫生
报社审核后拟发放通讯员证书，
并建立通讯员通讯录及交流群，
以便各地、各单位加强联系和沟
通，有效开展各项新闻宣传报道工
作。

二、遴选推荐标准

1.积极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有
较好的政治理论基础，思想觉悟高，
立场坚定。

2.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能
够出色地完成各类文字工作，或在
摄影方面有特长。

3.爱好新闻宣传工作，平时注

意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各类新闻事
件。

4.撰写的稿件曾被新闻媒体采
用。

5.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
敬业；具有奉献精神及进取精神，在
本职工作中成绩突出。

在以上条件中，只要在某些方面
表现突出即可推荐。

各地、各单位务必于 2018 年 3
月10日前将通讯员的单位、姓名、性
别、年龄、科室、职务、联系方式等发
送至邮箱：1105039168@qq.com。

联系人：王皓
联系电话：18539563921

“咱们能过上这样幸福美满的
好日子，归功于党的健康扶贫好政
策，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帮扶工作队
也功不可没。”2月8日一大早，河南
省卫生计生委驻上蔡县重阳办事处
尚堂社区新老第一书记刘高令和李
新清来到贫困户老张家时，53岁的
老张高兴地说。

老张有重度残疾，现在一个人
生活。他说：“像俺这样的残疾人，
看病是个问题。现在党的政策太好
了，有了医疗扶贫政策，俺去医院看
病免费！”

老张的话还没说完，刘高令就
笑着说：“老张，再告诉您个好消息，
咱们又出台了新政策，您到附近的
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生活，不仅吃
住看病免费，还有专门的护工照料
生活。”

听了这些话，老张激动地说：

“有这么好的政策，俺的顾虑就没有
了。有党的挂念，贫困户的日子肯
定越来越好！”

临走时，刘高令和李新清为老
张送上省卫生计生委为贫困户统一
准备的春节慰问品，并送上真诚的
祝福。

老张紧紧地拉着他们的手激动
地说：“党关心我们贫困人口的疾
苦，我打心眼儿里感激党！”

当天，刘高令和李新清走访了
尚堂社区的所有贫困户，与他们拉
家常、送祝福、谋划新一年的发展大
计，并叮嘱他们照顾好身体，鼓励他
们坚定信心，争取在党和政府的扶
持引导和自身勤劳努力下，早日脱
贫致富。

临走时，李新清真诚地对乡亲
们说：“过完春节，刘高令书记就回
原单位工作了，以后我就是大家的

服务员了。大家有什么事情可随时
打电话，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你
们有问题，我随叫随到。”

春节期间，李新清不管是出去
玩还是走亲访友，都会留意自己的
手机是否有电、是否有未接电话、是
否有未读信息，生怕耽误乡亲们的
事情。

正月初七一大早，李新清就驱
车赶往尚堂社区。在路上，他已经
做好了新一年的工作计划：“在做好
日常健康扶贫工作的基础上，今年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引，加强村党建工作，为村里
新修建一座文化广场和党员活动中
心；然后把村里剩余的户户通公路
修好，安装路灯；做好光伏发电并网
工作，增加村民特别是贫困户的经
济收入；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逐
渐消除贫困。”

2 月 18 日 18 时 50 分，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高新区医院的 120 呼
救指挥系统响起急促的报警铃声——
郑州市须水河有一名女子醉酒溺水！
接到急救指令后，该院急诊团队迅速
赶往现场救援。市郊，寒冷的黑夜，缺
少照明工具，顾不上周边的环境有多
么复杂，急救员王旭奋不顾身地跳入
冰冷的河水中，争分夺秒地将溺水女
子拖到岸边。“当时围观的群众都不会
游泳，不敢贸然下水救人，我和同组的
急救负责人沟通后就下去救人了。”王
旭说，当时的水很凉，夜很深，好在水
流不是特别快，他两三分钟就游到溺
水者身边把她拉了上来。

上岸后，浑身湿透的王旭首先为患
者盖上棉被，被冻得嘴唇发紫的他仍坚
持将患者安全转运到急救车上。王旭
说：“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就是想尽快把
她救上来。在水里时间长，人就会出现
窒息或者冻昏迷，越早得到救助就会越
早脱离危险！”

最终，这位患者得救了，她在生命
体征平稳之后转入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而王旭依
然坚守在急救一线。

2月19日9时35分，在郑州市棉纺路一个地下停
车场的负一层，有一名男子从高处坠落，被困在一个
狭窄的缝隙里。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4号急救
站的急救员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

“现场环境恶劣，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恶臭，患
者身上沾满粪便。但当时大家都顾不上多想，就是
一心要把他救上来。”借助绳索，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李瞳和消防战士一同来到患者
身边。

“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并
不会因为是春节假期而不一样。”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郑东院区急救中心护士赵星月说。

就在刚刚过去的 7 天假期中，无数个像王旭、李
瞳、赵星月一样的急救人员坚守在省会急救一线。

来自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的统计数字显
示，2月15日零时~2月21日16时，郑州市120指挥调
度大厅共受理电话 4029 个，派诊 1641 次，接诊 1407
人次。与去年春节假期相比，120 电话受理、派诊次
数、接诊人数均有小幅增长。与平时相比，其他原因
导致的各种创伤、交通事故导致的创伤均下降了10%
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 2013 年公布的数据显
示，自 2008 年以来，全球每年乳腺癌病例
以超过 20%的速度增长，而死亡率每年增
长14%。2012年，全球有170万名妇女被诊
断为乳腺癌患者，52 万人因乳腺癌死亡。
在中国，仅2015年就新发乳腺癌病例26万
例，死亡7万例，位居中国女性恶性肿瘤之
首。

治愈：规范化诊疗才是硬道理
患者一旦被确诊患有乳腺癌，规范化诊

疗直接关系患者的生存质量和治疗效果。
在临床实践中，许多患者由于初次诊疗时手
术方式不恰当，或者治疗方案不合理，甚至
诊断错误，为日后的“复发”“转移”埋下祸
根。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MDT）为患者争
取了更多治愈机会。

1995年，英国的曼·海因首次提出MDT
理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由不同医疗卫生领
域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通过讨论的形式，
合理应用现有治疗手段，旨在为患者提供
最优决策”。乳腺癌 MDT 是通过乳腺外
科、乳腺内科、微创介入科、放射治疗科、病
理科等学科专家会诊，根据患者的机体状
况、肿瘤的病理类型、病期和分子分型等具
体病情，设计全面的综合性治疗方案。

转变：将“以医生为核心”转变为“以患
者为核心”

乳腺癌治愈率的提升得益于治疗手段
的不断完善，包括手术、化疗、内分泌治疗、
放疗及生物靶向治疗等多手段综合治疗，
需要相应的肿瘤外科、内科等学科积极协
作。在传统的就诊模式中，患者患病以后
经常不知道该去哪个科室就诊，甚至因为
缺乏足够的专业信息而忽略一些科室。
有些医院的不同科室之间缺少沟通交流，
导致患者反复就医，多次转诊，依从性差，
费用高。

有了MDT，患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让
内科、外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整形
科、康复科的众多专家同时解答问题，从一
开始就制订全面的诊疗计划，让患者少走弯
路。这既能帮助患者节约时间，又能减轻
经济负担，真正实现从“以医生为核心”到

“以患者为核心”的转变。
MDT：推动乳腺癌规范化治疗的法宝

乳腺癌治疗是否有效，关键在于首诊的
规范化，而多科学会诊显得非常重要。目前
国际上肿瘤患者的治疗，MDT一直扮演着
多学科协作先行者的角色，尤其是在医学水
平发达地区。美国得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
心和纪念斯隆-凯瑟琳癌症中心，是较早建
立起肿瘤科牵头、多学科专家会诊制的综合
抗癌模式的癌症治疗中心，从而保证高质量
的诊治建议和最佳的治疗计划，避免过度诊疗和误诊误治。

乳腺癌的诊疗是一项综合性工作，MDT聚集多学科专家，给
出的方案更加全面。在讨论过程中，主治医生能够听到其他科室
的意见和方案，也能提高自身水平，促进规范化治疗。

引领：建立全省MDT平台，提升乳腺癌规范化治疗水平
河南省肿瘤医院自2016年5月开始建立乳腺癌MDT会诊制

度，目前已经形成多层面、多时段、多形式的MDT会诊制度。
由乳腺科主导开展乳腺癌MDT会诊，专家组成员来自乳腺

外科、乳腺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个学科，每周二、周
四7~8时进行本科室所有早期病例及晚期疑难病例MDT会诊。
如今，乳腺科早期乳腺癌的MDT已经成为常态，每名早期乳腺癌
患者的治疗计划均是经多学科会诊后由专家们投票决定。自
MDT制度建立以来，为近500名疑难乳腺癌患者进行了会诊，通
过多学科协作治疗，使其获得了合理治疗。遇到本院专家解决不
了的难题，还可以通过远程MDT与国际、国内顶尖的肿瘤医生进
行共同讨论。

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是河南省乳腺癌诊疗中心，肩负河南
地区乳腺癌规范化治疗和推广的重任，专家们每两周进行一次远
程会诊，为全省多家县、市级医院的乳腺癌患者制订治疗计划，通
过远程MDT的形式进一步推广乳腺癌规范化治疗理念，并提高
了这些医院的乳腺癌治疗水平。

总之，提升乳腺癌治疗效果，规范化治疗才是硬道理，而
MDT是实现乳腺癌规范化治疗的不二选择。

“什么？我们不能出院，还要继
续住院治疗！”2018年2月14日，在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病房，得知
由于病情反复，京京（化名）不能出
院，京京的父母十分失落。

2 月 10 日，15 个月大的京京患
严重肺炎。为了不耽误治疗时机，
父母带着京京从林州市赶到安阳
市妇幼保健院找儿科医生王亮亮
就诊。“来看病时，京京的父母特别
着急，希望京京能快点儿好起来，
赶在春节前出院回老家过年。”王

亮亮对京京就诊时的情形记忆深
刻。然而，2月14日，京京的母亲得
了感冒，京京发生呼吸道感染。此
时，要想让京京更快更好地恢复健
康，继续住院治疗是最好的选择。

“通知他们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时，我的内心也充满歉意。我非常
理解他们盼望回家过年的心情，但
我仍然告诉他们，为了京京的健康，
让孩子继续住院治疗。”2月15日至
17日，王亮亮上班期间，每天都十分
关心京京的恢复情况，并及时调整

用药方案和治疗手段。2 月 20 日，
京京的病情好转，能够出院回家。
京京的父母办好出院手续，向王亮
亮道谢后，就抓紧时间收拾东西了。

送走京京一家，王亮亮踮着脚
继续去看其他住院患儿。

王亮亮踮着脚上岗、查房，已经
1 个多月了。2017 年年底，流感高
发，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每天接诊患儿
超过900人。为了应对流感疫情，医
务人员加班加点。王亮亮是儿科医
生，他的妻子杨培娜也是儿科医生。
就诊高峰来临时，他们没有时间和精
力照顾患流感的女儿，坚守在抗击流
感一线。2018年1月6日21时许，王
亮亮忙完一天的工作骑车带着妻子
回家时，在路上与机动车发生碰撞。
杨培娜只是擦伤，王亮亮却被撞伤了
右脚踝关节，导致软组织损伤。为了
不影响工作，他每天穿着拖鞋，忍着
疼痛，踮着脚在病房之间穿梭。

春节期间，王亮亮的脚还没有
好利索，就和杨培娜一同选择做“坚
守者”，给患儿最深情的守护。

过年期间，王亮亮所在的科室
还有40多名患儿在住院治疗；安阳
市妇幼保健院共有300多名住院患
者。同王亮亮夫妇一样坚守工作岗
位的，还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儿内
呼吸科等科室的医务人员，他们牺
牲了与家人团聚的欢乐时刻，给了
患儿最深情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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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真真，河南省肿瘤医院
乳腺科主任，医学博士，硕士
生导师，河南省抗癌协会乳腺
癌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
会外科分会乳腺学组委员，中
国医药教育委员会乳腺分会
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
乳腺外科医师委员会委员，曾
在挪威国立肿瘤医院学习1
年；长期从事乳腺癌诊治工
作，擅长早期乳腺癌诊疗及前
哨淋巴结技术，以及I期、II期
乳房重建术。

给患儿最深情的守护
本报记者 索晓灿

驻村第一书记情系贫困户
本报记者 冯金灿

关于遴选医药卫生报社通讯员的通知

路过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让
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赞比亚首
都卢萨卡时间2月14日晚，阵阵歌声
从中国援赞比亚第十九批医疗队驻
地传来。为了进一步丰富医疗队员
及家属的文化生活，让大家在赞比亚
度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春节，医疗队组
织了别开生面的联欢会。

整台联欢会包括合唱、独唱、舞
蹈、小品、养生操等 20 多个精彩节
目，伴随着一首《春节童谣》拉开了
联欢会的帷幕，4位医疗队队员的孩
子们用稚嫩的歌声引来阵阵掌声；

队员家属白金杭一首激情洋溢的
《光辉岁月》，表达了援外赤子对美
好未来的向往；队员宋道正和队员
家属项君艳一曲《为了谁》，唱出了
援外队员为了祖国、为了中赞友谊
无私奉献的精神。联欢会在队员和
家属的大合唱《相逢是首歌》中落下
帷幕。整台联欢会精彩纷呈、形式
多样、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援赞队
员及家属的风采。

春节联欢会仅仅是援赞比亚医
疗队迎新春系列活动之一。2 月 15
日晚上9时，队员和家属在医疗队驻

地燃放了恭贺农历新年的烟花，喜迎
新春佳节。

“新春佳节我们虽然身在国外，
但是能够得到家人的陪伴，和医疗队
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这样的年过得
格外有意义！”医疗队队长齐祖宏说
出了他的心声。

援赞8个多月来，队员们感受颇
深，在大使馆经参处参赞欧阳道冰的
倡议下，队员们纷纷拿起毛笔，撰写
了许多精美的对联。“爱无疆洒汗水
心血赞比亚，甘奉献展医术医德好形
象”，欧阳道冰为医疗队题写春联，向

中国援赞比亚第十九批医疗队全体
队员及家属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福。

2月17日上午，医疗队队员和家
属在医疗队驻地举行了升国旗仪
式。大家庄严肃穆，目送国旗徐徐升
起，唱起了国歌，队员们心中的自豪
感油然而生。“这是我在国外过的第
一个春节，但是一点儿也不孤单，有
家人和其他队员的陪伴，我很开心。
尤其是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在
异国他乡更加骄傲。”医疗队队员赵
永说。

编者按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期间，当人们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时，不少医务人员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全力守护患者健康，成为这个节日里一道独特
的风景。为此，本报记者用笔触和镜头记录了他们忙碌的身影。本期1版、2版为你精彩
呈现，敬请关注！

中国医疗队在赞比亚过春节
本报记者 史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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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深情守护患儿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供图

忙碌的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急诊室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