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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亮点

陈红敏：为妇科肿瘤患者带来希望
本报记者 郭娅妮

“在无影灯下，总能看到她在
争分夺秒地忙碌着”，这成为哈密
同行对河南第十批援疆医生陈红
敏的一致印象。

来自河南省肿瘤医院的陈红
敏 是 妇 科 副 主 任 、主 任 医 师 。
2021 年 9 月，作为河南第十批援
疆医生，她开始在哈密市第二人
民医院（哈密市肿瘤医院）妇瘤科
开展援疆工作。截至 2022 年 5
月，陈红敏带教完成宫颈癌、子宫
内膜癌、卵巢癌等妇科恶性肿瘤
手术20余例、良性妇科肿瘤手术
80余例。

在援疆期间，陈红敏带领
科室成员开展的腹腔镜下高位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术、晚
期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免
举 宫 颈 癌 广 泛 性 子 宫 切 除 术
等，填补了哈密市的空白；为促
进患者术后康复，还开展了单
孔腹腔镜手术将外科快速康复
应用于手术患者，努力减轻患
者创伤，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和就医体验。

据陈红敏回忆，初到哈密市
第二人民医院时，该院妇瘤科成
立不足 3 年，对于妇科恶性肿瘤

（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晚期卵巢
癌等）的手术治疗，当地医疗机
构基本无法独立完成，患者需要
辗转到外地就诊，或外请专家会
诊。对此，陈红敏认为提高哈密
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瘤科规范化
诊治水平、加强妇科人才梯队建
设、培养临床骨干人才，切实让
患者受益，是她此次援疆工作的
重点。

陈红敏每次手术前都召开讨
论会，为当地医务人员讲解手术
解剖理论和操作步骤，在手术中
进行规范的实操示教，帮助科室
医生尽快掌握手术技能；每周一
次的教学查房，对遇到的问题先
让大家查阅指南、文献找答案，再
一起讨论，提高科室医生学习的
主动性，随后，陈红敏再帮助他们
梳理临床诊疗思路；开展定期业

务学习，帮助科室医生了解国内
外最新诊治指南、肿瘤辅助治疗
方案等。

“陈主任的到来就像一针强
心剂，在她的带领下，我们科室
建设得更规范、更专业，技术在
东疆地区都是领先的。”妇瘤科
副主任医师张玲说。目前，张玲
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宫颈癌、子宫
内膜癌等妇科四级手术，科室 2
名主治医师可以独立开展妇科
良性肿瘤、单孔腹腔镜等技术业
务。

“陈主任，您是我的救命恩
人，我一辈子忘不了您！”一名晚
期卵巢癌患者激动地拉着陈红敏
的手说。由于病情反复，这位患
者前后进行了数十次化疗，化疗
的痛苦加上经济负担，让她难以
承受。根据多年临床经验，陈红

敏认为患者很可能携带有卵巢癌
易感基因突变。她仔细研究患者
的病情后，根据患者自身情况设
计治疗方案，并为其申请医药费
减免，新的方案让这位患者病情
明显好转，恢复情况良好。

在陈红敏看来，提高女性科
学防癌意识尤为重要，特别是对
于病因明确、可防可控的宫颈
癌。陈红敏坚持开展义诊活动、
举办科学防癌公益讲座等，向当
地女性宣传科学防癌知识。

“我内心已经把哈密当成了
第二个故乡，能够为哈密医疗卫
生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为广大女
同胞的身体健康尽我自己的一份
力量，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也会
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永不停
歇，笃行不怠。”陈红敏满怀深情
地说。

郑
州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门
诊
费
用
可
直
接
结
算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6月
21 日，记者从郑州市医保局获
悉，郑州市打通异地就医报销

“最后一公里”，辖区 16 个县
（市、区）152家定点医疗机构普
通门诊费用可直接结算。

2021 年，郑州市开通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住院定点医疗机
构193家，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定
点医药机构30家；职工医保参
保人员异地就医 7149 人次，异
地就医费用1.267亿元，居民医
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 2360 人
次，异地就医费用6779.5万元。

2022 年，郑州市医保局着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进一步扩大医院门诊费用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打通了异
地就医报销的“最后一公里”。
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
共开通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定点医药机构186家（不含
省本级管理的异地就医定点医
药机构）。其中，定点医疗机构
152家，定点零售药店34家，实
现16个县（市、区）普通门诊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全覆盖，提前
完成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年度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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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刘天庆 段良伟）新乡医学
院王辉团队的一项研究成果，为新冠病毒“最强
变种”奥密克戎感染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潜在的
更多可能选项，该研究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权
威期刊。

众所周知，奥密克戎是当下新冠病毒主要
流行株，对疫苗和抗体有较强的免疫逃逸能
力。虽然国产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的接种能够
预防新冠病毒感染，以及有效降低感染的重症
与死亡率，但传播速度快而隐匿性强的奥密克
戎总是令人措手不及。

目前，用于治疗奥密克戎的特效药仍少之
又少。以被誉为“生物导弹”的单抗类药物为
例，临床获批或授权使用的十余种单抗药物中，
面对“狡猾”的奥密克戎BA.1和BA.2（两种最常
见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时，大多数已失去效果，
仅剩一种在苦苦支撑，但这单一的疗法可能很
快就会出现耐药性。

近期，新乡医学院王辉团队在治疗奥密
克戎方面有新发现。该团队从国产三针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者体内，成功分离出两种强效
新冠病毒中和抗体，重要的是，这两种抗体对
奥密克戎 BA.1 和 BA.2 均保持高中和效力，
IC50 低至 10 纳克/毫升数量级，也就是说，可
特异性地中和病毒，阻止病毒进入细胞增
殖。理论上既可以作为高危人群的短期预
防，也可以用于病毒感染后疾病的治疗。本
研究将为奥密克戎的临床治疗提供潜在的更
多可能选项。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王辉团
队迅速组织力量、火速开展研究，一直致力于新
冠病毒的中和抗体研发。该团队的部分研究成
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常 榕）近日，河南省肿瘤医院
血液科副主任周可树团队利用
CAR-T细胞（嵌合抗原受体T细
胞）治疗晚期淋巴瘤，并获得成
功。

2021年，51岁的王女士在体
检时发现腹腔肿块，经进一步检
查确诊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患者辗转多家医院，但治疗效果
均不明显。2022 年 3 月，王女士

找到了周可树。
周可树询问患者病史，并仔

细查看相关检查资料后说：“没
有高危因素的弥漫大 B 细胞淋
巴瘤患者通常可以通过常规的
免疫化疗获得治愈。但王女士
具有多种预后不良因素，对于化
疗以及一些新药治疗效果都非
常差，只有应用创新的治疗手
段，才能为患者争取长期生存的
机会。”

周可树依据
国内外的指南推
荐，结合自身临
床经验，建议王
女士选择 CD19
CAR-T 细胞治
疗。目前，上市
的 CAR-T 细胞

药物，就是采集患者自身的正常
T 淋巴细胞，在体外进行基因改
造，给 T 细胞装上一种嵌合抗原
受体，该受体能够在特异识别肿
瘤细胞表面抗原的同时，激活 T
细胞并杀死肿瘤细胞。

周可树说，如果 T 细胞是一
支“普通军队”，那么 CAR-T 细
胞就是一支拥有“GPS（全球定位
系统）导航”的“特种部队”，它们
不仅能在患者体内扩增，还能够
精准定位到“敌军”，即肿瘤细胞，
并将其歼灭，实现对肿瘤的精准
靶向治疗。CAR-T细胞能在患
者体内进行扩增，并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持续对肿瘤细胞进行
杀灭，从而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经过反复考虑，王女士一家
同意了该治疗方案。此项治疗需

要先从上海运送冷包至郑州，把
从患者身上采集的淋巴细胞送回
上海进行 CAR-T 细胞制备，然
后再将制备好的CAR-T细胞运
回郑州，回输到患者体内。整个
治疗过程需要郑州与上海之间物
流畅通。

但此时，上海暴发疫情，一边
是急需救治的患者，一边是封控
严格的上海，怎么办？周可树和
上海方面反复沟通后决定：在严
格做好防疫的前提下，克服一切
困难，救人！

与此同时，周可树团队全力
控制王女士的病情，为她能够顺
利接受 CAR-T 细胞治疗争取
时间、创造条件。4 月 30 日，上
海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经过与冷
包运送时同样严格的运输流程

后 ，为 王 女 士“ 量 身 定 制 ”的
CAR-T 细胞终于回输到了她的
体内。

在周可树团队的严密监护
下，医务人员随时观察王女士的
病 情 变 化 ，及 时 处 理 了 患 者
CAR-T细胞回输后的细胞因子
风暴带来的发热、神经毒性等不
良反应。很快，王女士腰部可见
的肿块快速缩小，腰腿疼痛症状
逐步减轻。CAR-T细胞回输后
两周，王女士顺利出院；回输后1
个月，返院复查显示：患者腹腔和
腰部的肿块比治疗前缩小了近
90%，淋巴瘤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患者生活恢复正常。经检测，
CAR-T细胞还在王女士体内持
续发挥着作用，疾病正趋向于完
全缓解！

省肿瘤医院

利用CAR-T细胞治疗晚期淋巴瘤
他背起老人就下楼了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李明华 邢小宝

“王中举医生太帅了！”一
张照片在微信朋友圈传开
了。照片中一名医生背着一
位老人下楼，评论里满满的点
赞。

6月18日中午，驻马店市
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到
120 急救指挥中心的出诊指
令：家住安居新村小区的一位
老人在家突发心脏病，急需转
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值班护
士李晓和医生王中举立即出
发前往患者家中。

到达患者家中后，医务
人员立即对患者的病情进行
初步检查评估，心电图检查
结果显示为房颤。患者主诉
头晕、心脏难受、腰疼、无法
行走。

因老人住所为老旧小区，
没有安装电梯，并且楼道狭

窄，担架在转角处无法通过，
患者的儿子由于身体原因也
无法协助医务人员转运。

王中举为了不耽误救治
时机，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就
从 3 楼走了下去。39 摄氏度
的高温下，当他把老人送到救
护车上时，早已汗流浃背。

事后，患者家属连声感谢
医务人员：“要不是你们，我们
根本无从下手，而且大中午的
天气还这么炎热。”

这样的故事经常在急诊
科上演，很多时候出诊的地点
都是老旧小区，楼道窄、老年
患者居多。遇到没有患者家
属或人手不够的时候，无论是
医生、护士，还是救护车司机，
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救
治患者，面对最近的高温天
气，他们依旧如此。

6月21日，在焦作市东环路小学南校区，卫生监督员检查考点防疫物资储备情况。连日来，焦作市卫生计生监督
局组织卫生监督员随机对全市各中考考点以及考点周边住宿场所进行监督检查，保障2022年中考工作顺利进行，切
实维护广大考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王正勋 侯林峰 李亚坤/摄

困难家庭癌症患者
可申请专项救助
本报讯 （记 者 丁 玲

通讯员姜 伟）6 月 21 日，记
者从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获悉，该院携手郑州慈善总
会启动实施专项慈善项目，
符合条件的癌症患者可申
请专项救助，帮助郑州市家
庭困难癌症患者。

作为河南省第一慈善
医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自6月14日启动实施两类慈
善项目，包括：“健康中原”
之“关爱女性——‘两癌’患
者救助慈善项目”和“健康
中原——癌症患者救助慈
善项目”。其中，“健康中
原”之“关爱女性——‘两
癌’患者救助慈善项目”救
助对象为郑州市户籍并持
有有效低保证、低收入证
或一级困难证明（原件）家
庭中的 60 岁以上患乳腺癌
或宫颈癌的妇女。“健康中
原——癌症患者救助慈善
项目”救助对象为郑州市
户籍并持有有效低保证、

低收入证或一级困难证明
（原件）家庭中的 60 岁以上
的胃癌、肠癌、肝癌、肺癌、
淋 巴 癌 、前 列 腺 癌 、食 管
癌、骨癌、黑色素瘤、甲状
腺癌及脑肿瘤住院患者。

政策规定，符合上述救
助条件的患者医疗费用经
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众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民政等
途径报销之后，个人承担部
分由项目提供部分救助，最
高救助每人 10000 元，每人
每年限救助一次。

符合条件的癌症患者
申请救助时，应提供救助申
请表、身份证复印件、项目
医院诊断证明。城乡低保、
低收入患者需要提供有效
期内的低保证或低收入证
复印件。因病导致生活困
难患者需要提供申请表上
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或村委会（社区）盖章的家
庭情况证明。

突然失明 竟然不是眼睛出问题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李汝衡

突然看不见，一定是眼睛出问题
了吗？那可不一定。这两位母亲的
经历告诉你，突发失明还要考虑这些
部位出了问题。

一位是正在哺乳期的妈妈，前一
秒还能看清孩子可爱的脸庞，下一秒
却眼前一黑，右眼什么也看不到了。
她慌乱中到医院眼科就诊，眼底、视
力等检查做了个遍，却没有发现什么
异常。

这是咋回事呢？河南省人民医
院脑血管病医院免疫性疾病亚专科
副主任医师闫芳解答了患者的疑惑：
病因是多发性硬化。这是一种相对
少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属于中枢神
经系统脱髓鞘疾病。这类疾病有个
共同特点就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混
乱，把正常细胞或器官当成“敌人”进
行攻击，常见症状有视力下降、复视、

肢体感觉障碍、肢体运动障碍、疲劳、
疼痛、膀胱或直肠功能障碍等。这次
被当成“敌人”的是患者的大脑、脊髓
和视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患者
会出现多种神经功能障碍，有可能会
彻底造成失明。

据闫芳介绍，虽然发病原因并不
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遗传
病，好发于青壮年，尤其是20岁~40岁
的年轻女性，因此也被称为“美女
病”。经过积极治疗，大部分患者预
后较好；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患
者会反复发作。

目前，经过积极的药物治疗，这
位妈妈的视力逐渐开始恢复。但为
确保治疗效果，她后续还需要进行一
两年的治疗。

另一位母亲，儿子常年在国外工
作，每次和儿子视频都是她最幸福的

时刻。但在一次通话中，她突然发现
视野莫名其妙少了一半！

在急诊科，医生从患者的角膜
查到眼底都没有发现问题，直到做
头部磁共振检查才发现疾病根源在
脑部——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常
说的急性脑梗死。明确诊断后，经过
对症治疗，患者的眼睛问题有了好
转。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医院
免疫性疾病亚专科主任医师冯淑曼
说，眼睛看不见，可不一定都是眼睛
本身的问题，当大脑或神经受损时，
也会表现为视力问题，常见的疾病有
脑梗死、脑出血、多发性硬化、视神经
脊髓炎等。冯淑曼提醒大家，当出现
视物不清、视野不全等症状时，除了
怀疑眼睛问题，还要考虑是否为神经
问题。

6月20日，在漯河市妇幼保健院，护理人员进行技能
操作。当天，该院护理部举办了护理技能竞赛活动，提升
护理服务质量和护理队伍理论知识水平，提高操作技能
水平和临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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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在安阳市人民医院，患者在24小时自助取
药机上取药。据了解，6月11日，该院发热门诊自助取药机
在感染性疾病科正式“上岗”。凡在该院发热门诊就诊的
患者，统一采用自助取药机取药。患者从缴费到取药仅需
要半分钟左右，不仅大大缩短了发热患者取药的等候时
间，还有效降低了人群聚集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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