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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威胁人民健康的第
一杀手是癌症，癌症最可怕之处是
可以向身体其他部位转移而导致
身体迅速消耗和衰竭。癌细胞通
过血液循环系统和淋巴系统转移
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常见的转移
部位包括骨骼、肺部和肝脏等。转
移性骨肿瘤是指原发于身体其他
部位的恶性肿瘤通过各种途径转
移至骨骼并在骨内继续生长所形
成的子肿瘤，也称之为骨转移瘤，
多发于40～60岁的中老人，男女之
比约为2.3∶1。大多数骨转移瘤是
在原发肿瘤诊断明确并经治疗后
才转移到骨骼并在骨内继续生长
所形成的子肿瘤。据专家估算，有
10%～20%的病人，原发肿瘤部位
和症状隐匿，一就诊就以转移性骨

肿瘤来治疗；还有一小部分转移性
骨肿瘤，虽然明确诊断了，但是找
不到原发肿瘤病灶。全身骨骼都
有可能发生骨转移瘤，但比较好发
的是脊柱组成骨、骨盆组成骨和四
肢长骨。成人发生的骨转移瘤，常
见于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肾
癌、食管癌、大肠癌等；儿童发生骨
转移瘤，主要来自肾上腺或交感神
经节的成神经细胞瘤。

一般来说，骨转移瘤都是恶性
的，不仅病情重，而且并发症较
多。若多部位同时发病，就意味着
不是单纯的一种疾病或一个部位
的问题。骨转移瘤在治疗上比较
棘手，主要病灶部位的治疗也很不
容易，很有可能治完这个病灶又发
现下一个病灶，或者这个病灶还没

治好，另一个病灶又出现了。
那么，骨转移瘤的治疗还有意

义吗？
以前，骨转移瘤的治疗手段比

较单一。到转移性骨肿瘤晚期，再
给予手术、放化疗等比较强烈的治
疗手段，且不说疗效如何，仅副反
应和并发症就会要了病人的命。
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多数医生建议
不治疗更好；现在对于这个问题，
肿瘤专家已经达成共识，骨转移瘤
治疗是有意义的，虽然不能彻底治
愈肿瘤，但是能延长病人的生存时
间，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骨转移瘤是一种全身的慢性
病，治疗的目的是尽可能控制肿瘤
进展，解决引起临床不适症状的主
要病灶，以缓解病人疼痛，提高病
人的生活质量。在骨转移瘤的治
疗过程中，首先采取的原则是综合

化和个体化。综合化是医生要综
合考虑到所有对病人治疗有意义
的手段，不仅不同专业医生之间要
密切协作，医生和病人及家属之间
也要密切配合。个体化是传统中
医药学整体辨证治疗的一个体现，
也就是说同样是转移性骨肿瘤，不
同病人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

通常情况下，医生接诊骨转移
瘤病人，首先要将原发肿瘤及骨转
移瘤放在一起进行整体评估，然后
结合病人的身体状况及经济情况，
确定治疗计划。骨转移可引起剧
烈疼痛、骨折等。虽然最终治疗是
控制肿瘤，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还
是解决疼痛和骨骼相关的事件，这
就是骨肿瘤专科医师比单纯的肿
瘤医师和骨科医师更优越的地
方。我们科室是中西医结合科室，
集中医西医之所长，能有效解决骨

转移瘤患者的临床问题。目前，我
们治疗骨转移瘤常采取的治疗手
段包括中医疗法和西医疗法。西
医的治疗手段是手术，介入微创治
疗，化疗、放疗、免疫、靶向等药物
治疗；中医治疗包括汤药、中成药、
针灸方法（火针疗法、皮内针、督
灸、隔姜灸、温针灸、针刺拔罐、围
刺、浮刺等）、经络循经按摩、中药
外用方法（膏药、中药封包、中药泡
脚、中药穴位贴敷、中药涂擦治疗、
中药溻渍治疗等）、食疗、情趣治疗
等。这些治疗手段依据病人的情
况加以选择，要量力而行。

综上所述，病人即使到了转移
性骨肿瘤晚期，也可以生存少则半
年、一年时间，多则十年几十年时
间。因此，得了转移性骨肿瘤，患
者不能自暴自弃，要积极配合医生
调理。

骨转移瘤的中西医疗法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黄满玉

本报讯 近年来，邓州市紧紧
抓住国家振兴发展中医药的机遇，
深入挖掘中医药宝藏，充分利用

“医圣”张仲景故里，国医大师唐祖
宣的家乡和南水北调水源地等资
源优势，大力普及中医药健康知
识、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发展中
药材产业，有力地助推了健康扶
贫。
弘扬中医药文化 宣传健康知识

近 年 来 ，邓 州 市 累 计 投 入
6000 余万元，在市区黄金地段建
成了“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基地——张仲景展览馆”；组织全
市医疗卫生机构绘制、悬挂中医
药健康文化知识展板 1600 多块，

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印制《健
康知识手册》“卡通漫画”“挂历”
等宣传品 90 万册（份）；开展中医
药文化进学校（社区、机关）等活
动 70 多次；举办中医药学术交流
（论坛）23 次；建立国家级名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室两
个；创办微信公众平台“杏林资
讯”“邓州国医论坛”，弘扬中医药
文化。

完善体系建设 提升服务质量
近年来，邓州市争取国家项

目、自筹资金近 3 亿元，参照三级
中医医院标准，对市中医院实施
整体搬迁，床位规模由原来的 200
张增加到 1200 张；在全市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中
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26 家，基
层中医药服务覆盖率达到 92%以
上；在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建成“中医特色服务机构”133 家；
90%以上的村卫生室可提供中医
药服务，基本形成了以市中医院
为龙头，乡镇中医馆为骨干，村

“中医特色服务机构”为补充的中
医药健康服务体系；根据当地专
科疾病谱，制定常见病、多发病及
中医特色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对
各病种诊疗方案定期进行疗效分
析、总结评估，不断优化改进，使
临床中医诊疗水平得到不断提
高；大力发展中医非药物疗法，充

分发挥其在常见病、多发病和慢
性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遵循“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的原则，根据
不同人群、体质、机构进行辨证施
治，开展针灸、推拿、足浴、穴位贴
敷、刮痧、拔罐等传统治疗项目与
中医特色疗法，降低了群众的就
医费用，使因病返贫、因病致贫人
数明显减少。2018 年，全市中医
药就诊人数达 60 余万人次，减少
就医费用7000万元。
发展中药材种植 增加农民收入

邓州市中药材种植历史悠
久。2017年，邓州市把市农科所改
制为市中药材研究中心，负责推
广、种植适宜邓州市生长、市场需

求量大的中药材。目前，全市种植
中药材 98940 亩（1 亩约合 666.667
平方米），种植投资 1.9 亿元，主要
品种有白菊、夏枯草、丹皮、玄参、
丹参等 43 个品种，每亩平均收益
4600 元，年产值近 5 亿元；种植面
积较大的品种有丹皮、玄参、白芍、
艾草等10余种；药材种植的合作社
19家，农户3300户，从业人员2.7万
人；“仲景源艾业公司”实现种植、
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为南阳最
大规模的艾草种植基地。该市中
草药种植，使1000余名贫困家庭成
员有了工作和经济收入，带动20余
户贫困户脱贫。

（乔晓娜 方 圆 丁自力）

普及知识 提升服务 发展产业

邓州市强化中医药在健康扶贫中的作用

近日，确山县人民医院组织中医科医务人员来到
靖宇广场，开展以中医养生为主题的义诊活动，为父
老乡亲送上中医保健文化“大餐”。

此次义诊，医务人员针对老年人常见病与多发病
防治及后期康复进行指导。医务人员进行健康宣教，
引导人们强化健康意识，预防疾病。在活动现场，前来
问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医务人员悉心诊治，耐心答疑。

此次活动，医务人员共解答群众问询100余人次，
发放资料60余份。 丁宏伟 曹天顺/摄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刘晓
霏 翟 东）“老人能用简短的句子与身边
人交谈啦！”“老人能清楚地讲出街坊邻居
的名字啦！”“老人能跟着自己喜欢的戏曲
哼唱啦！”……近日，在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康复医学科，一位 73 岁的老人恢复认知
功能的消息在病区患者家属和医务人员
中传颂。

73岁的任老先生患脑血管疾病后，一
侧肢体瘫痪，大小便失禁，反应迟钝，健
忘，整日昏昏欲睡，连平日最亲近的闺女、
外孙女都记不住了。在洛阳市第一中医
院康复医学科进行后期的康复治疗中，医
生发现，导致任老先生抑郁的元凶是右侧
的额叶梗死，就为其推荐了“经颅磁刺激”
治疗方案。经过一番讲解，以及成功案例
分享等，任老先生的家人迫切想要看到手
术疗效。

磁刺激治疗小组先从最基本的大小
便问题着手，给予骶部神经根高频率刺
激。一周后，任老先生每次大小便都会使
用简单的动作（拍击床档，拽拉裤腰，手指
厕所等）或者用言语示意陪护人员。这些
进步及变化不仅让任老先生的家人看到
了希望，也减轻了照护人员的诸多烦恼。
要知道任老先生在此之前每日都要不停
地更换衣裤和被褥。

基础问题解决了，磁刺激治疗小组开
始考虑认知障碍问题。医务人员先是确
定了任老先生的病变部位是额叶，然后询
问患者的基础病史，得知任老先生患有多
年的帕金森病。磁刺激线圈是圆形线圈，
在刺激额叶的同时，也能覆盖同侧的运动
中枢，一举两得！“经颅磁刺激”治疗近一
个月，任老先生可以与身边人进行简短交
谈了。街坊邻居过来探望时，任老先生可
以清楚地讲出对方的名字，对于自己喜欢
的戏曲也开始跟着哼唱！这些变化让其
老伴儿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地连连道谢。

“经颅磁刺激”治疗不仅让任老先生的认
知功能状况得到很好的改善，而且就连帕
金森病导致的震颤症状也得到了有效控
制。

据介绍，在“经颅磁刺激”治疗中，低
频可以切实有效地降低患者的神经元兴
奋性；高频使患者神经元兴奋性有比较明
显的增加，除了在刺激的过程中，可以对
患者的神经元兴奋性造成很大的直接影
响，停止之后还可以继续维持对于患者大
脑皮质兴奋度的调节，并且切实有效地对
患者的区域性皮层功能重建和脑网络系
统进行重塑。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中药材生
产关系到中药材的质量和临床疗效，
如何通过统一品种诉求与质量标准，
向优质的道地药材基地提出联采需
求，以提升用药品质，实现溯源监管，
打造高品质中医药服务品牌，为此，
由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国医堂
馆专业委员会举办的“2019中药材基
地共建共享联盟国医堂馆联合采购
基地对接会”3 月 15 日在济南召开。
在会上，国医堂馆专业委员会与东阿
阿胶等品牌基地代表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平心堂等首批 12 家国医堂
馆获基地产品品牌专营授权牌，30家
品牌国医堂馆单位共同宣读了《联合
采购约定宣言》：品牌品质、共建共
享；传承中医、用好中药。

据了解，自2017年中药材基地共
建共享联盟国医堂馆专业委员会成立
以来，国医堂馆专业委员会秉承着“传
承中医、用好中药”的宗旨，积极推动
各项工作的开展。其中，联合采购是
各会员心系的焦点。目前，国医堂馆
专业委员会已对联合采购事宜做出初
步战略规划，挑选 30 个临床常用品
种，筛选30个药食同源品种，优选30
家优质国医堂馆，并计划通过 5 年时
间将联合采购规模扩大到80家左右，
提升品质、降低成本，将实惠切切实实
回馈给患者。

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主席任
德权表示，一流的国医堂馆是容纳和
展现高水准中医诊疗服务和高品质中
药产品的重要载体。各国医堂馆应该

把提供“好医+好药”视为核心工作，
用疗效树立自身品牌，并利用好目前
联合采购模式，主动和基地对接，坚持
采购、应用好药。

北京平心堂相关负责人表示，药
品管理是医馆运营中困难而重要的一
环。中药饮片品种众多，专业性强，单
凭一家医馆工作人员去鉴别所有品种
的优劣是有难度的。在采购过程中，
由于需求量较小，议价空间不足，会面
临小品种稀缺的情况。如今，有了联
合采购模式，将帮助医馆稳定中药饮
片采购质量和价格，提升医馆品牌信
誉度，增强了医馆经营的抗风险能力。

会后，150 名参会代表还深入东
阿阿胶公司养殖基地参观学习，了解
东阿阿胶的历史文化。

驿城区卫生计生委开
展中医养生保健志愿者大
型义诊活动 3 月 14 日上
午，驻马店市驿城区卫生
计生委组织所辖驻马店市
第二中医院、驻马店春林
医院、驻马店广宇中医院、
驻马店风湿病医院、驻马
店天祥骨病医院等多家医
院医务人员组成 60 余人的
志愿者服务队，在市区泰
山路开展了中医养生保健
志愿者大型义诊活动，为
来往市民提供中医特色义
诊服务。

当天上午，60余名志愿
者携带血压仪、血糖仪、听
诊器等医用设备，以及健康
知识宣传资料、中医特色药
品，提前到达活动现场。

上午 9 时许，义诊活动
开始。医疗专家为市民认
真讲解健康知识，耐心细致
地回答市民咨询的每一个
问题。医务人员为过往市
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中
医特色诊疗服务，普及各类
健康知识，发放“公民健康
素养66条”知识读本等宣传
资料。在活动现场，专家云
集，宣传形式多样，吸引过
往市民围观诊疗。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过

往市民提供诊疗服务 121
余人次，现场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 10 多种，共计 700 余
份。

（丁宏伟 范 涛）

邓州市中医院举办第
一届肾友会 3 月 14 日上
午，邓州市中医院举办第一
届“你健康，我快乐”肾友
会，旨在帮助肾友提高对肾
脏疾病的认知水平，提高自
我保健意识，了解最新透析
知识。

“肾友会”是以临床学
科正在住院或已出院的患
者，以及社会大众为主要
服务对象，围绕肾病专科
病种的预防、诊治、康复、
保健等医学知识，由肾病
透析科医务人员开展科普
宣传和健康教育等活动。
在会上，南阳市相关专家
作了学术报告，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肾脏的功能、尿
毒症毒素的分类、尿毒症
毒素的危害、尿毒症远期并
发症，并从心理、饮食、运动
等生活方面做出了科学指
导。会后，专家免费为所有
参会肾友提供干体重测评
与宣传资料。

（乔晓娜 梁武军）

中医院传真

传承中医 用好中药

30家品牌国医馆联手采购中药材

黄满玉，中医骨伤学
博士，副主任医师，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
科医院）骨肿瘤科主诊组
长，1999年参加工作，擅长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恶性肿
瘤，建立了骨转移瘤诊疗
中心，提倡中医药“绿色立
体”多层次全程肿瘤治疗
和康复；现任中华中医药
学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会
委员，中国中医肿瘤防治
联盟理事，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学会骨与软组织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
抗癌协会骨与软组织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
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洛阳市中医药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参编论著8部，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SCI（美国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4篇，在研课题2个，科研成果3项，
专利5个；国家级名老中医郭维淮平乐正骨学术思想继承
人，曾获得河南省中医骨伤岗位技能竞赛二等奖等。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李文勇 叶中鹏）3 月
18 日，记者从商城县中医院获
悉，2018 年，商城县中医院通
过“医共体”预约检查平台，接
诊病人 4703 人次，转诊病人
200 余人，确保了基层首诊，降
低了病人外转率，得到了患者
的认可。

据介绍，为了充分发挥医

疗资源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更好地为商城人民提供优质
的医疗服务，形成上下联动、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运行机
制，2016 年，按照省、市、县有
关政策，在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的大力支持下，由商城县中医
院牵头，本着平等自愿的原
则，与县域内 20 家乡镇卫生院
成立了“医疗共同体”（以下简

称“医共体”），以信息平台为
纽带，以“数字化医院”为基
础，建立远程会诊中心、远程
影像中心、远程检验中心和远
程心电中心，实现了“医共体”
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商城县中医院“医共体”
平台启用以后，很好地解决了
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匮乏和
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让患者

在乡镇卫生院就医相当于在
县级医院就医。“医共体”平台
实现一次交费，同时在县、乡
两级医疗机构就诊，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的诊疗模式，解决了传统
就医模式的信息不互通、转诊
就医重新挂号付费、重复检查
反复交费等问题，切切实实让
老百姓少花钱、少跑路。

商城县中医院
“医共体”资源共享 让百姓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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