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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次献血英雄榜

■本报记者 刘彩霞
近日，记者在市区 001 号无偿献血屋

内看到郭国顺、李书交夫妇，他们正在献
血。说起两人第一次献血的情景，郭国顺
说，还是受妻子李书交的影响。“其实在
2006 年 10 月份，我就想参与无偿献血了，
但当时处于哺乳期不符合献血条件，就让
丈夫先去献血了。直到 2007 年 7 月 26 日，
我才第一次献血成功。”李书交笑着回忆
说。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对夫妻的献
血次数都已经超过百次。郭国顺至今已
献血 170 次，李书交也已经献血 188 次。
两人曾分别多次荣获全市无偿献血金、
银奖。为了让身边亲人、朋友们积极参

与献血活动，郭国顺和李书交经常
宣 传 献 血 知 识 。 在 他 们 的 影 响 下 ，
不 少 人 走 进 献 血 车 开 始 第 一 次 献
血。李书交的一位朋友，经过她劝
说后也打算献血，但在献血前的采
血化验中发现转氨酶过高，不能献
血。随后，这位朋友去医院全面检
查发现疑似肝癌早期，后转到郑州
某医院进行治疗。目前，这位朋友
身体状况良好。“这个朋友和他的家
人对我非常感激，他们觉得如果当
时没有跟我去献血，很可能这个病
就不会这么早被发现，献血无意中
挽救了他和他的家庭。”李书交说。

在献血屋内，记者看到每位献血
者在献血前都会进行血液化验。“想要

帮助别人，先要保证自己身体健康，这样
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郭国顺表示，能
帮助别人是一件好事，既然参与了无偿献
血就不能轻易放弃，他们会一直坚持下
去。

携手同心传递爱
——记无偿献血者郭国顺、李书交夫妇

大脑是人活动的总司令部，管理
人体所有脏器、肢体的运动等。所
以，一旦脑部出现肿瘤，其表现是非
常复杂的。那么，脑肿瘤的早期症状
有哪些呢？

头痛：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
历，感冒或者脖子扭伤都会引起头
痛，但颅脑肿瘤引起的头痛，特点是
早晨起来时头痛程度较重，活动一段
时间后会逐渐缓解。这一症状易被很
多人忽略。

喷射性呕吐：脑肿瘤如果刺激到
呕吐中枢或者颅高压刺激累及到了呕
吐中枢，就会引起剧烈的呕吐。如果
脑子的小脑位置有肿瘤，呕吐往往来
得尤为严重。特别是儿童，小脑发生
肿瘤的比例较高。如果孩子一直莫名
其妙地出现呕吐，而肠胃功能很好，
家长就要高度警惕可能是小脑肿瘤的
严重警报。

视力障碍：原因不明的视力障碍
或视野缺损，不管有无明显的眼底改
变，均应做头部CT检查，对可疑病例
甚至应做 MRI （磁共振成像） 检查。
对于眼肌麻痹、有重影、复视、斜视
的患者，在排除外伤、糖尿病及炎症
等因素后，应做头颅CT或MRI检查。

耳鸣：普通的听力受损、下降可
能因为劳累、长时间熬夜导致的，但
需要高度警惕单侧耳鸣。这恰恰有可
能是脑子里长瘤所致。多数情况下，
脑瘤会长在单侧听神经上，极少情况
会长在双侧。因此，当发现有单侧耳
鸣和听力下降的症状时，要考虑是否

为脑肿瘤引起的。
幻嗅：有些人生活中会出现幻嗅

的症状，多见的是一些使人不愉快的
难闻气味，如腐烂食品、烧焦物品、
化学药品的味道，而身边的其他人却
没有闻到，这时就要怀疑大脑内是否
长了肿瘤。因为大脑颞叶内侧面是人
的嗅觉中枢，如果这个位置发生了病
变，就会出现幻嗅的症状。

内分泌失调、肢端肥大：多见于
成年人脑肿瘤发病患者，主要表现有
手脚厚粗大，眉弓和下颌突出等。肢
端肥大是嗜酸性垂体瘤典型的临床征
象。如果处于育龄阶段的非妊娠妇女
出现了闭经、泌乳症状，不排除脑肿
瘤发病的可能。如果是男性患者，则
可能会有全身无力、阳痿，皮下脂肪
增厚，阴毛、腋
毛、胡须脱落等
症状。（更多健
康知识请关注漯
河健康教育微信
公众号）

市健康教育所

脑肿瘤的早期症状

本报讯（记者 刘彩霞 通讯
员 孟会丽 郭 兵） 9月9日上午，
市卫健委、市计生协举办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暖心行动”启动仪
式，目的是贯彻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中国计生协 《关于开展

“暖心行动”的通知》和河南省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暖心行动”会
议精神，安排我市“暖心行动”
工作，推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
扶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悉，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是
因疾病、意外等原因造成其独生
子女伤残或死亡的计划生育家
庭。当前，我市共有计划生育特
别扶助对象 937 人，其中独生子
女伤残对象 336 人，独生子女死

亡对象 601 人。随着年龄的增
长，这部分家庭在精神、生活、
养老、医疗等方面面临的困难愈
发突出。我市开展“暖心行动”
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工
作，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
需要。

市卫健委、市计生协高度重
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工作，
迅速启动全市“暖心行动”计
划，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漯河分公司联合为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办理住院护理补贴保险。
此项保险对参保对象、标准、责
任、理赔、监督等做出了详细规
定，即：特殊家庭父母人均保费
160元，承保5种类别：意外身故

和意外伤残分别赔付 2 万元；疾
病身故赔付3000元；意外伤害住
院和疾病住院每天补贴 100 元，
最长补助90天。

为确保此项工作的扎实开
展，市卫健委、市计生协开展了
慰问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送保险
上门服务活动，组织基层工作人
员和中国人寿漯河分公司的工作
人员走村入户，为每户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送保单，为其详细讲解
住院护理补贴保险的保单生效时
间、保额、保险责任、理赔方法
等内容。同时，充分利用送保险
上门活动，走访慰问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建立特殊家庭帮扶档
案，对生活、生产困难的失独家

庭采取特别措施，进行关怀扶助。
9月6日，市卫健委党组书记

吕孟奇、副调研员王新慧带领市
计生协会和中国人寿漯河分公司
的工作人员到源汇区空冢郭镇、
大刘镇慰问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为他们送去失独家庭住院护理补
贴保险，食用油、月饼等慰问
品。此次共为 601 名失独家庭父
母办理护理补贴保险，保险金额

94644.5元，实现了全市失独家庭
参保全覆盖。

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吕孟奇表
示，“暖心行动”就是要把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的冷暖时刻挂在心
中，从构建和谐社会、改善计划
生育家庭民生的高度，统筹谋
划、稳妥推进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扶助关怀工作，以实实在在的行
动温暖民心。

开展暖心行动 关爱失独家庭

■本报记者 刘彩霞
市六院肿瘤内科作为我市特

色专科，是集肿瘤诊断、治疗、
预防、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肿瘤
治疗中心。该科在主任陈红娜的
带领下开展了国内先进的热化
疗、体腔灌注化疗、实体肿瘤消
融治疗、分子靶向治疗、肿瘤精
准放疗等先进疗法，提高了早诊
率，真正给肿瘤患者带去了希望。

肿瘤热疗成特色

市六院肿瘤内科以化疗、放
疗、微创介入、免疫、靶向、内
分泌、中医药、康复及肿瘤心理
辅导等综合治疗为特点，其中，
肿瘤热疗是该科独有的特色治疗。

据了解，2010年，该科在全
市率先引进国内领先的高端热疗
设备，主要开展各类肿瘤的热化
疗、体腔循环灌注热化疗。热疗

既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抑制肿
瘤生长，降低术后复发和转移的
概率，同时，还能有效激活机体
免疫活性，提升患者自身抗肿瘤
能力。

2018年，一名85岁卵巢癌晚
期患者到市六院肿瘤内科就诊。
检查发现，该患者肚子膨隆，内
有大量腹水及多发巨大肿块。经
过全科会诊，发现患者已错失手
术治疗时机，只能进行体腔循环
灌注热化疗。治疗两个疗程后，
该患者腹水症状消失，病情得到
缓解，基本能正常饮食。现在，
患者遵医嘱来医院复查了。

今年 1 月份，来自西平县的
63岁女性患者董某，因卵巢癌肝
转移、腹腔转移、腹水到该院妇
科住院治疗。经会诊，发现患者
已经没有手术机会后转到肿瘤内
科进行化疗加放疗治疗。通过四
个周期的热化疗，患者腹腔内的

腹水消失、肝内转移灶缩小，后
又进行精准放疗以及两个周期的
巩固化疗，患者不适症状消失，
复查腹腔肿块也基本消失，治疗
结束回家休养。现定期复查，家
属及患者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

开展放疗新项目

除了肿瘤热疗之外，市六院
肿瘤内科还于 2018 年初开展了

“直线加速器适形调强放射治疗”
这一治疗项目。院内配备了国际
先进的医科达直线加速器，能做
适型调强放疗，通过精准、个体
化放疗，达到较好疗效。

去年有位70多岁的女性患者
因腰椎转移癌来院就诊。其家属
咨询几次后，因担心放疗有毒副
作用不愿意接受治疗。后来，患
者出现了右侧肢体无力的症状，
几乎瘫痪在床，见到患者病情越
来越重，其家属决定来院接受放
射治疗。2018 年 2 月，该患者入
院时是坐着轮椅被家人推来的，
已经偏瘫、大小便失禁了。治疗
半个月后，患者疼痛感明显缓
解，一个月后患者能下床走路、
大小便可以自理，随后出院回家
休养。今年 7 月份，来院复查时
患者状况良好，能走路、能吃、
能喝，生活恢复正常。患者见人
就说六院肿瘤内科治好了她的

“腰椎病”。
还有一位 74 岁的患者刘阿

姨，因患胸上段食管癌曾到上海
某医院寻求手术治疗，由于手术
风险较大，随后回到居住地进行

保守治疗。看到患者出现进食困
难甚至无法饮水时，其家属到市
六院肿瘤内科寻求帮助，之前听
说放化疗比较受罪，想放弃治
疗，经过科主任陈红娜耐心讲解
后，决定试一试。精准放疗20次
后，患者能够进食稀面条。日
前，该患者放疗疗程刚结束，身
体情况良好，可以吃水泡馒头和
水果，放疗并没有出现传言中的
严重毒副反应，患者和其家属脸
上露出了笑容。

“老百姓‘谈癌色变’‘谈放
化疗恐惧’，其实还是对肿瘤认识
不够。肿瘤也没有那么可怕，一
是要正确认识肿瘤，二是积极配
合专业医生，合理选择正确的医
学治疗方法，这样才会对治疗有
积极的作用。临床上，很多肿瘤
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早治愈。”陈红娜说：“比如
放射治疗，既往的普通放疗不能
有效避开正常组织，就是老百姓
说的好坏细胞一块杀，所以有副
作用。随着医学设备的进步，如
今精准放疗可以减少正常组织受
照射体积，可以做到与肿瘤形状
一致的适形、调强放疗，也就是
说只杀坏细胞、保护好细胞，达
到副反应小、疗效更好的目标，
使更多肿瘤患者获得更好的疗
效。”

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医护人员的治疗水平关系着
患者的生命，提高医护人员的专
业技术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市六

院肿瘤内科严格执行各种工作制
度、诊疗常规和操作规程，一丝
不苟对待每一位患者。科内还通
过多种方法培养专业人才，利用
每天查房集体讨论病例，每周定
时开展集中研讨学习，每月派人
外出参加学术交流，每季度进行
工作总结，每年安排科室人员到
国内权威医院进修并带新技术返
岗。同时，该科还定期外请郑大
一附院、省人民医院等知名专家
进行查房和学术讲座，及时了解
国内外最新诊治进展，学习掌握
国内最先进的肿瘤治疗技术和理
念。科室还非常重视临床科研及
教学工作，先后发表国家、省
级论文 30 余篇，获得市级科技
成果 7 项，多次举办放射治疗规
范化培训班、漯河市中西医结
合乳腺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年会
及 肿 瘤 治 疗 新 进 展 学 术 研 讨
会。科主任陈红娜带领护士长
及全体医护人员在重视医疗查
房的同时，定期进行服务质量
方面的培训检查，通过回访等
形式及时了解患者和其家属的
意见、建议，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2019 年上半年，科室共收
到 患 者 家 属 赠 送 的 锦 旗 十 余
面，以专业的治疗水平、良好
的治疗效果和用心的服务，赢
得了肿瘤患者的一致好评。

肿瘤学科是一个飞速发展的
学科，市六院肿瘤内科将在现有
业务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开展无
创海扶刀等新技术、新项目，发
挥肿瘤内科引领作用，全力守护
患者健康。

让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
——记市级特色专科市六院肿瘤内科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彩霞
在全市中国医师节表彰

大会上，市三院急诊科副主
任医师王银浩荣获“优秀援
外援疆医师”荣誉称号，并
作为代表发言。对他来说，
身为众多援疆医疗战线上的
一员，这段难忘的援疆经历
将激励自己牢记使命，坚守
工作岗位继续奉献光和热。

满腔热忱
倾授技术

2014年3月，王银浩受
市委组织部指派到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人民
医院参与为期一年半的援疆
任务。伊吾县人民医院担负
着全县两万多名各族人民群
众的医疗健康重任。由于多
种原因该院基础设施差，医
务人员短缺，医疗力量相对
薄弱。

初到医院，王银浩虽然
饱受嘴唇干裂、鼻腔出血以
及高原反应的折磨，但他还
是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身体，
适应工作和生活环境。工作
中，他发现该院一些医务人
员对急救设备操作不熟练，
甚至连简单的铲式担架及车
载心电监护仪都不会使用，
抢救急危重症病人时慌乱无
序。王银浩深知“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责
无旁贷地担负起院内培训工
作，参与对住院患者的查房
和对低年资医生的临床代教
工作，通过传、帮、带，毫
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临床经
验、诊疗技巧传授给当地医
生，为他们以后成为技术骨
干奠定良好的基础。经过专
业的指导，当地医生很快学
会急救设备的操作，掌握了
急诊急救的基本技能，保证
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为了方便联系，王银浩
的手机保持 24 小时待机并
把手机号公布于众，很多当
地老乡都记住了他的电话号
码，遇到问题就打电话咨
询。有次冬日深夜，睡梦中
的王银浩突然被电话铃声惊
醒，原来是一名维吾尔族同
胞因高烧不退、出汗太多出
现了休克症状，家人急忙打
电话求助。王银浩迅速穿好
衣服赶到他们家，对患者进
行紧急救治。“那晚是我第
一次体会到边疆冬夜刺骨的
寒冷，也是从那晚开始，深
夜紧急工作贯穿我援疆工作
的始终。”王银浩回忆说。
正是因为他总是随叫随到，
被当地群众授予“专用家庭
医生”这一称号。

由于当地汉语还不是很
普及，与当地老乡交流需要
有人翻译。王银浩利用业余
时间学习当地简单的生活语
言，以便更好地解答患者的
疑惑。每当患者和家属听明
白治疗方法后，都会对王银
浩竖起大拇指，嘴里不停地
念着“亚克西”（意思为
好、棒、优秀），自豪感和
认同感令王银浩觉得自己每
天的工作都很有意义。

特殊经历
至今难忘

在伊吾县这个美丽的边
陲小城，尽管当地风景壮阔
秀美，却也有无法预估的极
端恶劣天气。

受当地医疗条件限制，
对于一些急危重症病人，需
要护送到 200 多公里之外的
哈密市的地区医院救治。多
变的恶劣天气和陡峭的公路

让每次护送患者对医护人员
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
验。“有时是一天内连续多
次转运，有时是在转运中急
救车被落石砸中，或与山体
滑坡擦肩而过。”在王银浩
的记忆中，冒着风雪护送病
人的事情已经记不清发生了
多少次。面对未知的危险情
况，他始终激励自己要身先
垂范，当好援疆医师的典
范。

援疆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王银浩对伊吾县的感情很
深。在这有限的时间和条件
内，他在做好急诊急救工作
之余，还为当地乡镇基层医
务人员讲授、培训一些急诊
急救知识和常见急危重症病
的现场救治及转运途中的应
急处理措施。深入到前山、
盐池、淖毛湖等地农牧民家
中及田间地头，为他们进行
健康体检和送医送药。积极
参与结对帮扶活动，为当地
县高中一名学生捐助学习用
品并给予现金支持。在扎扎
实实的基层工作中，王银浩
接触到了成百上千的维吾尔
族同胞，感受到援疆工作的
价值和意义。他用自己的真
情付出，赢得了医院同仁和
群众的爱戴。2014年和2015
年，他先后两次获得“优秀
援疆干部”荣誉称号。

如今，王银浩已经回到
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继续
奋斗在急诊一线进行救死扶
伤工作。回顾援疆工作这段
经历，王银浩感恩这次援疆
历练的机会，觉得充实且具
有意义。“‘援疆’对于我
来说是一段历史、是一种精
神和一份骄傲。因为语言沟
通不畅，我不懂得当地百姓
言语中表达的更多意思，但
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之中读到
这种深厚的感情，这将激励
我以优良的技术、贤良的品
德去医人，在做好医生这条
路上越走越远。”王银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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