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程范淦 通讯员 陈思国

“刘姐，先把药放好，坐下来，喝口水。”10月
15日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陵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生办公室里，吴开跃询问过来帮
儿子拿药的刘女士。

“最近还稳定吧？一定要让他做些家务，比
如扫地、煮饭、洗衣服呀。有可能的话，就带出
来和亲朋坐坐。”刘女士表示，“嗯，他最近好了
很多，也能适当干一些活，亲戚朋友也常常过来
探望，谢谢医生……”

这是日常工作中，吴开跃与精神病患家属
一个普通的对话镜头。作为一个主要负责陵城
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项目的信息员，他日夜穿梭
于病患家庭中，给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

温暖和光明。
实施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项目，最基础又重

要的一环是寻找精神病患者家庭。“在日常工作
中，寻找精神病患者家庭是一项困难的工作。”
陵水皮肤性病防治所所长郑蔚波表示，“受传统
观念影响，许多家属对精神病人都藏着掖着，不
愿让外人知道。”

在城镇地区，家庭之间交往不密切，相互之间
不甚了解，加上流动人口多等因素，寻找精神病患
家庭比农村地区更加困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内，陵城登记造册的精神病患家庭只有30多户。

2012年，吴开跃担任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项
目信息员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寻找精神病
患者家庭的工作中。8个居委会和1个城中村，
7000多个家庭、3.8万人，吴开跃走上了挨家挨

户寻访精神病患者之路。
“谁会告诉你我家有一位精神病人？刚开

始，碰钉子、吃闭门羹太正常了。”吴开跃说，工
作中，他想出了很多办法，走访居委会，到民政、
残联、镇政府等部门去查找申请低保家庭，到政
法委、派出所等去找经常发生冲突的家庭，然后
再逐一排查。

巧妙的办法加上坚韧的精神，两年的寻访
让吴开跃找到了140户重型精神病患者家庭，为
实施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开吴开跃的电脑，陵城地区重型精神病
患者家庭一目了然：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家庭
成员情况、精神病患者精神情况、危险性分级、
饮食、睡眠及服药依从性，患者或家属可能沟通
的信息等，一共有136户。

郑蔚波说，通过建立详细的档案，吴开跃为
当地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皮防
所还对此进行了推广学习。

采访中，记者看到，吴开跃的笔记本上断断
续续地记着这样几句片语：“今天，知道某某被
锁在家里，心里很难受。”“找了家人做思想工
作，始终得不到理解，咋办？咋办？”“第五次家
访，无果。”……

这是吴开跃对陵城一个病患的家访日记。
家中的儿子两三年前开始发病，有时打邻居，有
时打家里人。实在没办法了，父母只能用铁链
把患者锁了起来。

“锁着对病患非常不利。”吴开跃说，为动员家
人打开锁头，他先后跑了20多趟。最后，终于征得
其家人同意，患者被顺利送进省安宁医院治疗。

吴开跃说：“物质消耗、精神压力，让很多精
神病患者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一个精神病
人，常常会拖垮一家人。因此，作为医务工作
者，首先要有同情心和责任感，对患者和家属要
热情，社会才能更加关爱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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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倩

10月14日上午9时，记者在办公室见到邢秀
月时，她正打开一份盒饭。做完手术、值完夜班、查
完病房、与同事交班之后，邢秀月才吃上几口饭填填
肚子。这样的生活，她早就习以为常。

“一点都不疼，好像睡了一觉起来，病就好
了。”近日，刚做完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卓阿婆恢
复情况良好，握着邢秀月的手不住道谢。年过
七旬的卓阿婆从万宁来到琼海市人民医院就

诊，就是冲着医院微创手术的良好口碑而来。
而这一技术，正是由邢秀月引进的。

“主要是为了减轻病人病疼，同时也是医
疗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邢秀月2007年在北
京协和医院妇科进修1年，从2009年起带领科
室团队，成功开展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
术、腹腔镜卵巢良性肿瘤剥除术、腹腔镜子宫
切除术等各项微创手术，填补了琼海市医疗系
统在这一领域中的空白，在全省同级医院中处
于前列水平。许多家住屯昌、定安、万宁、文昌
等地的患者都慕名前来。

“一天五六台手术是常有的事，有时十多个
小时都下不了手术台。”邢秀月觉得不管多苦多
累，都要对得起病人的信任。

“多亏了邢医生。没有她的鼓励和帮助，我
还不一定能活到现在。”符女士一年前被诊断患
上卵巢癌时，只觉人生一片灰暗、了无生趣，对
治疗十分抗拒。在家人陪伴下，她来到邢秀月
的诊室，却“偶遇”了一位积极乐观的病友。这
位病友的鼓励，让符女士重树康复信心，积极配
合医院的各项治疗。

殊不知，这次“偶遇”正是邢秀月巧妙安排
的心理治疗：为患者提供交流平台，打造“肿瘤
之家”，让新老患者互相交流鼓励。

“考虑到许多患者是农村妇女，不管是经济还
是心理上的负担都比较重。给予适时恰当的引导，
对她们的治疗非常重要。”从生理到心理，从病室内
到医院外，邢秀月对患者的关爱无微不至。

20年的医生生涯里，邢秀月与许多患者建
立了亲人般的深厚感情，许多患者都点名要求
她亲自诊治。

“她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却不要求额外的回
报。”卓阿婆告诉记者，看着邢秀月那张和蔼可
亲的笑脸、殷勤体贴的照顾，感觉她就像自己的
亲人一样。

陵水陵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吴开跃：

挨家挨户
寻访精神病患者

琼海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邢秀月：

一天五六台手术是常事

好医生
候选人投票渠道

1.网络投票：登录南海网（www.hinews.
cn），在首页右下角活动公告栏目，点击进入“寻
找百姓身边好医生”专题，在候选人中选择您支
持的医生，点击“投票”即可。

2.短信投票：海南省内手机用户（移动、

联通、电信）编辑“您支持的医生编号”发送到
1062886622（每个手机号码每次只能发送一
个候选对象编号，资费：1 元/条，不含通讯
费），发送成功即可收到成功参与的回复短
信。例如：支持 3001号医生，省内手机用户可
编辑“3001”发送到 1062886622，收到成功回复
短信表示一次投票成功。

3.电话投票：固定电话用户，可拨打

16882223 按语音提示进行投票（资费 1 元/票，
不含通讯费）。

4.海币投票：海币投票：点击所候选编号

下方的“海币投票”，登录海币系统后即可用支
付宝或充值卡为候选人投票。

票数换算：总投票数=网络投票数+（短信投
票数+电话投票数+海币投票数）×10

读者参与有奖励

我们将从参与本次活动投票及参与微博、
微信互动的读者中每周抽取5名幸运参与者，
给予礼品奖励（由海南拜尔口腔医院提供的
VIP洗牙卡）。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数字
口腔中心种植/修复科主任 刘卫国

秋雨后，三部位要保暖

脖子、腰肾、脚踝处于人体阳气运输的主要通
道上。在凉爽的秋雨天，这三个部位应做好保暖。

暖颈：扩胸仰头抻筋骨

脖子本身就很娇贵，再加上有人有慢性劳损
的底子，一旦受寒便可能引发血管的收缩和颈部
肌肉痉挛。让脖子不受寒，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戴
围巾或穿高领衫，让脖颈不露在外面。此外，还
可以扩胸仰头抻筋骨，锻炼头颈部肌肉。

暖腰：按摩疏解受凉不适

老人中比较高发的寒湿性腰痛主要由腰部
受风寒侵袭引起，在阴雨天会加重。而女性腰部
受寒引起的气滞血瘀，会影响卵巢等生殖系统机
能。专家表示，除了戴腰围保暖外，也可快速揉
搓，把手掌搓热后直接捂在肾俞穴（俗称“腰眼”，
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左右二指宽处）上，用手掌
温暖腰肾，同时双手顺时针按揉。

暖脚：40度水泡脚

脚踝部有200多个穴位，寒气一般都是从脚
底侵入。除了穿厚袜子外，泡脚也是保护脚踝的
好方式。

热水泡脚可以起到舒筋活血、缓解疲劳作
用，40摄氏度左右的水温即可。有糖尿病、心脑
血管病等疾病患者使用前询问医生。 （圣石）

■■■■■ ■■■■■ ■■■■■■■■■■ ■■■■■ ■■■■■

在9月18-20日举行的第十七届全国
临床肿瘤学术大会暨2014年CSCO学术
年会上，海口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彭大
为教授、李建旺副主任受中国抗癌协会邀
请，做题为“自体CIK细胞与DC细胞联合
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观察”
的大会报告。彭大为结合生物自体免疫疗
法联合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
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了探讨和有力论证，为
恶性肿瘤患者带来生命新希望，也预示了
肿瘤生物治疗新的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肿瘤治疗最通用的治疗手
段无非就是手术、化疗和放疗三种，而对于
近年来刚刚从国外引进和渐渐发展起来的
两种前沿疗法“生物细胞免疫疗法”和“分
子靶向药物疗法”大众却并不十分了解。
生物细胞免疫疗法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有

怎样的治疗机理和疗效？两种疗法联合起
来治疗恶性肿瘤又会取得怎样的效果？省
内率先引进和开展两种疗法的专家彭大为
给大家解开疑团。

肿瘤治疗切忌“单兵作战”
要采取“个性化”综合治疗

面对当前传统的肿瘤治疗手段无法解
决肿瘤“扩散、转移、复发”的三大瓶颈和过
激的治疗手段可能导致肿瘤患者往往越治
越虚弱，耐受力急剧下降的问题，彭大为认
为，单一的治疗手段已经不能满足肿瘤患
者治疗效果好、承受痛苦小、突发几率低的
要求，各肿瘤学科和各肿瘤治疗方法只有

“协同作战”，针对具体病情实施“个性化”
综合治疗，才能有效提高腹部肿瘤患者的

治愈率。
据了解，近20年来，我国恶性肿瘤的

发病率呈现年轻化、患病人数和死亡率
“三线”走高趋势，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
“头号杀手”。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
显示：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
也就是说每分钟就有6人被诊断为肿瘤患
者。特别是胃癌、肝癌、肺癌、结肠癌等腹
部肿瘤发病和死亡率居其他恶性肿瘤疾
病之首。如何攻克临床难题，减少肿瘤患
者痛苦并取得明显疗效，一直是医学界研
究的课题。

“每一种治疗方法必须要与病人的病
情相结合，同样的肿瘤，治疗方法可能不
尽相同；而不同的肿瘤，却也可能采取相
同的治疗方法。”彭大为表示，面对肿瘤这
种全身整体性疾病，目前常规的治疗肿瘤

方法有手术、化疗、放疗三种，就“单兵作
战”而言都有缺点，但如果结合患者病情
把应用成熟的常规疗法、先进前沿的最新
疗法，比如生物细胞免疫疗法和分子靶向
药物治疗等与高精尖技术相结合，局部治
疗与整体治疗相结合，一般治疗与特殊治
疗相结合，针对肿瘤细胞容易转移和扩散
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综合治疗，就能达
到提高病灶局部控制率，降低远处转移率
的效果。

“免疫战”联合“信息战”
“绿色”治疗肿瘤

同样属于药物治疗的最新分子靶向
药物和常规的化疗药物，在对肿瘤细胞的
作用上又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呢？彭大为

给出形象的比方，化疗药物如同一颗颗
“重磅炸弹”，丢进患者体内在将肿瘤细胞
杀死的同时，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冤杀了
大量的正常细胞和免疫细胞，对人体的其
他正常功能产生影响，患者的耐受力急剧
下降，治疗的结果可能是“治还不如不
治”。

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与化疗药物不
同，分子靶向药物就像一个个“监控器”被
安排到患者体内，他们的职责不是杀死肿
瘤细胞，而是抑制肿瘤信号的传达或者抑
制肿瘤血管的生成结合，从而达到抑制肿
瘤的目的。

新时代的肿瘤战场上，不再只是采用
单一、盲目和机械的传统作战方法，对肿瘤
患者体内细胞进行“狂轰滥炸”，而是采用
更加先进灵活的手段，高效准确地锁定目

标，有选择性地灵活作战。
“与分子靶向药物相似，生物细胞免疫

疗法同时采取的是一种温和、几乎无任何
副作用的最新治疗方法。”彭大为介绍，生
物细胞免疫疗法是采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
胞，体外繁殖，再输入患者体内，打的是一
种“自体免疫战”，该疗法也被认为是目前

“绿色”的肿瘤治疗方法。
生物细胞免疫疗法与分子靶向药物

治疗相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就是“免疫
战”和“信息战”的相结合，代表着肿瘤治
疗的最新研究方向。海口市人民医院作
为我省最先开展两项前沿治疗方法相结
合的医院，已经为100多例肿瘤患者进行
了两种疗法的联合治疗，并取得较为明
显的效果。

（小赛）

生物细胞免疫治疗
辅以靶向药物治疗恶性肿瘤取得重大突破

——“免疫战”联合“信息战”，最新治疗方法“绿色”治疗肿瘤

咨询平台：如果您有肿瘤治疗相关问题可以拨打海口市人民医院肿瘤专家电话0898-66280030咨询，
也可以发送邮件至1013266039@qq.com咨询，您的问题将会得到专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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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也患牙龈萎缩？

读者咨询：我今年35岁，牙龈萎缩的情况比
较严重，好几颗牙的牙根都露出来了。我平时很
注意口腔清洁，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状况？

医师答复：牙龈萎缩是口腔常见病，主要是
因为龈缘部分存在异物，又长期得不到清理，细
菌滋生菌斑长期刺激所致。此外随着年龄的增
长，牙龈也会或多或少发生萎缩，使牙根暴露，这
叫生理性萎缩，多见于老年人。

炎症所致的牙龈萎缩，主要表现为牙龈红肿
胀痛，刷牙时出血；而老年性牙龈萎缩常使裸露
的牙根对冷热刺激及酸性食物等异常敏感，妨碍
进食，降低生活质量，尤其应该注意防治。

读者咨询：怎样防治牙龈萎缩？
医师答复：1、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

期清洁牙齿周围刺激物。刷牙是机械性去除菌
斑和软垢最常用方法，刷牙还能起到按摩牙龈、
增进牙龈组织的血液循环、促进龈上皮角化，从
而提高牙龈对有害刺激因子的抵抗力、增强牙周
组织防御能力，维护牙龈健康。定期洁牙，利用
超声波振动及龈上洁治器械等去除龈上牙石和
菌斑，并磨光牙面。对于患有牙龈炎较重的患
者，建议每半年或一年做一次洁牙或是牙周护
理，可有效维护牙周健康。

2、防治炎性口腔病，在清除牙周刺激物的基
础上，配合药物可有效控制菌斑，达到预防和治
疗牙周病的目的。如使用0.12%或0.2%洗必泰
液含漱。

3、治疗引发牙龈萎缩的老年性疾病，如内分
泌紊乱、贫血、糖尿病和缺乏维生素C等。在治愈
原发疾病后，牙龈萎缩也会随之好转。

（记者 卓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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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医生生涯里，邢秀月与许多患
者建立了亲人般的深厚感情。 蔡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