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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医师信箱”栏
目，针对读者提出的疾病、用药、膳食等
问题，请各大医院的专科医生解答。您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任选其一）将问
题提交给我们：

1、关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信公
众号，并留言。

2、也可以发邮件到健康周刊邮箱：
hnrbjkzk@qq.com。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睡眠怎么样？感觉乏力吗？”近
日，解放军第425医院神经内科医生
周广怡在科室详细向前来问诊的患
者询问病情。在这个我省唯一一家
神经内科系统独立开展缺血性脑血

管病介入治疗的科室，被誉为“难度
王”的周广怡和同事们，长年并肩与
高发病率、高致死率的脑梗死（俗称

“中风”）作战。
36岁的周广怡，拥有12年从医经

验，承担着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
内的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主持
并建立了我省首个基于网络云注册的
卒中登记数据库。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中风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逐年攀升。目前常规的
内科药物治疗方案存在缺陷，我致力于
脑血管介入治疗方面的实践与研究，试
图弥补这一短板。”周广怡说。

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诊断与治
疗，是脑血管支架植入术和全脑血管
造影术的统称。这个月，周广怡带领
介入团队成功实施了我省首例椎动
脉颅内段及肾动脉复杂狭窄病变联

合支架植入术，挽救了
年近7旬的黄女士的生
命。

黄女士是一名脑梗塞
患者，右肾动脉完全闭塞，
右肾已出现明显萎缩。周
广怡决定给黄女士实施椎动
脉颅内段及肾动脉联合支架
植入术。

“手术时，旁边的同事都不禁
为我捏了一把汗。”手术中，周广怡小
心将导丝如同精确制导一般，通过左
椎动脉每个弯曲部位，最终放置成
功。

“妈妈现在血压正常，人也精神多
了。”黄女士的女儿说。

“病人一句感谢，就像一剂兴奋
剂，促使我在挑战医学高难度的路上
越走越远。”周广怡表示，自己对未来

有着明确的工作规划：继续对我省“中
风”患者进行系统归类；发现更多脑血
管病的发病特点及规律；探索海南脑
血管病的分子遗传学机制……

本报海口10月 30日讯（记者 马
珂）今天，海南日报与海南省卫生计生
委合办的海南省首届寻找“百姓身边好
医生”活动事迹报道环节结束。

本次活动共报道省内好医生60余
名，在省内医疗行业内外引起较大反
响。活动期间，海南日报记者深入基层

一线，采写好医生报道覆盖了省内三级
甲等医院、乡镇卫生院、乡村医生、专科
基层医生、公共卫生基层医生等感人事
迹。报道真实反映了各位医生在工作
和生活中的状态，充分体现了他们所展
现出的医德医风，弘扬正能量，拉近了
患者与医生之间的距离。

这些有血有肉的生动报道，激发
了人们极高的参与热情，活动进行 5
个月，南海网投票平台投票总数突破
100万！更有许多患者，看到报道后，
专门到医院去寻找这些好医生进行诊
疗。

“我们找医生看病，不仅仅要看医

术好，更看重医德，在医患关系紧张的
现在，我们更愿意找医德崇高，信得过
的好医生。”记者采访时，一位患者主动
跟记者说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让医
生最真实的一面得到展示，用他们的
故事来激励更多医疗行业工作者。”省

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说道。
投票将持续至11月20日。最终十

佳“好医生”将以投票数量（占总成绩
70%）+省卫生系统评审小组意见（占
30%）综合成绩前十名的形式选出。除
此之外，还将从候选人中选出10名优秀
候选人。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事迹报道结束
目前总投票数超百万，投票仍将持续至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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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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许丽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王志刚 刘春华

2年前，患有尿毒症的东方市80
岁的老人张新民（化名）为了做血透维
持生命，无耐离开家，在海口的医院旁
边租房子住。

2年前，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肾病
内科副主任医师庄乙君接到了支援东
方市人民医院建立血透室的任务，收
拾起行囊，踏上了行程。

2年后，省卫计委主任韩英伟的办
公桌上，张新民亲笔书写的一封感谢
信，讲述着庄乙君的出现让他与其他
40余名尿毒症患者终于结束了四处奔

波的求医之苦。
这2年，从海口到东方，庄乙君已

记不清自己开车跑了多少趟。这个皮
肤黝黑笑起来很憨厚的医生觉得自己
的奔波，能换回40名患者的安心，“这
笔账，算起来值得！”

作为省内肾病内科的专家，庄乙
君再清楚不过患者的苦楚。“我过去的
病人中就有来自东方市的。由于当地
没有血透室，病人血透都要跑到海口、
三亚或者儋州。”

庄乙君皱眉道：“真的折腾啊，一
般病人一周至少要血透两次。经济能
力允许的就在血透的医院附近租房子
住，条件不好的就必须坐长途车颠
簸。病人往往早上四点就起床赶车，
做完血透回家都已经是晚上了。健康
的人都受不了，更何况病人。”

2012 年，海南省第七期卫生人
才智力扶持中西部市县项目启动，根
据对口帮扶医院东方市人民医院的
要求，庄乙君被省农垦总局医院派往
东方创建血透室。

但是，到了东方市人民医院，庄乙君
傻了。整个血透室建设需要从零开始，
科室只有他1个医生。血透室的位置，

室内的水管怎么走、电线怎么铺、机器怎
么摆……庄乙君一人全力承担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感谢东方
市人民医院和当地政府，我提出的硬
件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庄乙君
笑着说。

血透室筹备期间，一位老人
登门3次找到庄乙君。“你们什
么时候能开始做血透呢？”他就
是80多岁的张新民。为了血透
已经在海口租住房子两年了。

东方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建
起来后，张新民成为第一位受益
患者，包括他在内的东方市的40多
名血透患者再也不用为病情四处奔
波。

“血透室建起来了。但是，我走后
怎么办呢？”结束1年的支援，庄乙君主
动提出再留1年。他要带出一名能独
挡一面的医生。

“肾病并发症很多。许多年轻医
生愿意做内科医生，但是不乐意做肾
病专科医生。”庄乙君说，医院给他分
配了2名年轻医生。

“我很庆幸，他们都很努力。现
在，其中1名医生已经可以胜任科室的

日常工作了。”庄乙君笑得很开心。
如今，两期支援任务已经结束。

现在，每周四，庄乙君还是会雷打不动
的去东方市人民医院坐诊。在他的计
划中，对于当地肾病患者的治疗，血透
室的建立仅仅是个开始。

省农垦总局医院肾病内科副主任医师庄乙君：

1人奔波换来40名血透患者的安心
人物介绍：庄乙君

省农垦总局医院

肾病内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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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垦总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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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皮肤病高发咋办？

读者咨询：进入秋季，为什么皮肤病反而严
重了？中医认为，秋天阳消阴长，气候变干，皮脂
腺分泌减少，易使体液丢失，津液耗伤，以致各类
皮肤顽疾，如慢性湿疹、皮炎、银屑病、白癜风、皮
肤瘙痒症等发作加重或复发。怎样避免和防治
皮肤病？

医师答复：一转入秋，门诊就多了不少皮肤
瘙痒者，他们有的仅表现在四肢，有的全身都
痒。特别是北风一起，更痒得整晚难以入睡，白
天也浑身不自在。

医生建议，可从外防和内调两方面来预防秋
季皮肤瘙痒症。秋风起时应尽量让皮肤少暴露
在外，多涂抹润肤品，穿棉质、丝质的内衣，避免
因皮肤缺水更严重而变得更干甚至皲裂。洗澡
水温最好保持在39℃左右，冲洗时间不要过长。
浴后可适当涂搽蛤蜊油、甘油、白凡士林等少刺
激的油脂或护肤膏。皮肤特别干痒者，也可用适
量橄榄油按摩干燥部位以润肤。

内调方面，可多吃一些生津养液的食物或药
物，注意少饮酒或不饮酒，少食辛辣及海鲜等“易
发物”，定量多次补水。另外，多吃蔬果也可达到
润泽皮肤的目的，例如，可多食梨子、石榴、提子、
葡萄、桑葚等。

老是口干怎么治？

读者咨询：近来我总是觉得口干，白天还好，
就是到了夜里，经常口干得睡不着觉，喝水后还
是没有缓解。是不是我的内分泌失调了？该如
何调理？

医师答复：秋风渐起，天气愈发干燥，大家秋
燥不适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口干舌
燥、干咳少痰、咽喉干痛、疲乏无力以及大便干结
的症状，连带着情绪也会变得烦躁不安，饮食应
格外注意滋阴、润肺。蜂蜜便是防秋燥的佳品，
但是秋季喝蜂蜜防秋燥有讲究。

古代医学家就替我们提供了一条对付秋燥
的最佳饮食良方：“朝朝盐水，晚晚蜜汤。”换言
之，喝白开水，水易流失，若在白开水中加入少许
食盐，情况就大不同了，那就不那么容易流失
了。这种方法，与我们现代医学中的给病号补充
生理盐水是一个道理。

从五味来看，秋天要饮食多酸少辛，减辛味、
增酸味。秋季饮食要尽可能少吃葱、姜、蒜、韭菜
等辛味之品，多吃些酸味果蔬，如山楂、柠檬、柚
子、杨桃、芒果、葡萄、苹果等。此外，可吃些蜂
蜜、芝麻、杏仁、银耳、菠菜、豆浆等，有补脾胃、养
肺防燥、润肠通便作用。

预防“秋燥”伤人还要注意秋季精神调养，要
保持精神安宁，注意培养乐观情绪。可经常晒太
阳，当情绪不好时要注意排解，可以散散步等。

（本报记者陈怡）

解放军第425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周广怡：

不断挑战中风治疗的“难度王”

图为庄乙君在东方市人民医院挂职工作。

近日，2014年肿瘤学国家级继续教
育医学教育培训项目在海口市人民医院
成功举办。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免疫学
专家孙亚平教授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免疫学专家李晓东教授亲临海口市人民
医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肿瘤医
学专业人士授课。

据了解，海口市人民医院自2004年
开展肿瘤学国家级继续教育医学教育培
训项目以来，已经成功举办11届，每年医
学教育培训项目的主题都紧随国际医学
肿瘤领域的最新进展。今年的主题是“免
疫与肿瘤——个体化治疗新进展”。

今年的主题为何是“免疫与肿瘤”？
海口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彭大为告诉
记者，今年，免疫治疗获得了重大突破，一
个肿瘤治疗新阶段的开始，将冲击并且有
可能改变现在传统的肿瘤治疗模式。免
疫药物进入临床为肿瘤治疗带来划时代
的革命。海口市人民医院将与美国密歇

根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免疫学
专家展开合作，开始“免疫靶向个体化治
疗”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何谓“免疫治疗”？“凡是能够打破“肿
瘤免疫逃避，使机体再度对肿瘤细胞产生
有效的免疫反应的方法，都可以称之为肿
瘤免疫治疗。”彭大为告诉记者，随着免疫
学基础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数据
表明，提高抗肿瘤免疫应答在改善患者预
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彭大为介绍，免疫治疗包括传统的被
动免疫治疗、主动免疫治疗和免疫检查点
通路抑制剂等。其中，被动免疫治疗是指
通过体外免疫活性物质且不依赖于宿主
自身免疫机制而产生作用的治疗，包括过
继细胞治疗、细胞因子免疫治疗等。主动
免疫治疗是指特异性的启动机体免疫系
统识别肿瘤，增加抗肿瘤淋巴细胞，转化
免疫抑制环境成为免疫刺激环境，主要通
过注射免疫疫苗来实现。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指，肿瘤细胞和
周围基质造成微环境可以使T细胞在数
目和活性方面受损，对肿瘤生长有利，这
种由肿瘤或肿瘤相应周围细胞产生的免
疫抑制，已经成为肿瘤的特点。而通过改
变T细胞的免疫抑制，可以有效提高免疫
系统对于肿瘤的杀伤作用。T细胞活性
检查点，成为免疫治疗的重要靶点，目前
针对T细胞活性检查点，开发了特异性的
检查点靶向阻滞剂。

据了解，此次会议上，彭大为教授还
提出肿瘤学界要加强6个肿瘤治疗方面
的研究：1.肝癌的基础与临床研究；2.鼻
咽癌研究基础和临床；3.常见肿瘤如肺
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靶向研究；4.生
物免疫治疗基础与临床的更深入研究；5.
生物免疫与其他疗法的联合应用；6.全身
治疗与微创治疗有机结合的研究。

（小赛）

免疫治疗有突破，或改变传统肿瘤治疗模式
——向着“个体化免疫靶向治疗”方向迈进

美国CLS生物细胞免疫治疗技术被誉为安
全的“绿色”疗法。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首届理事会理事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彭大为教授说：“作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后的肿
瘤治疗第四模式，生物细胞免疫治疗因其安全、有
效、毒副作用低等特点，被认为是目前肿瘤综合治
疗模式中最活跃、最有前途的手段。”

CLS 肿瘤生物细胞免疫疗法是通过高新
技术提取患者体内细胞，在符合标准的实验室
里培养成人体免疫系统里专门对抗肿瘤的专
项功能细胞，再回输到患者体内，定向杀灭肿
瘤和抑制肿瘤的成长。在治疗过程中，通过血
液分离机从患者体内采集80ML单个核细胞浓
缩液，在整体万级实验室里培养7~8天后回输
到患者体内，整个疗程共回输 8 次，大约 20
天，整个治疗过程无痛苦，部分患者仅出现发
热等细微的症状。

相 关 链 接

周广怡长年与高发病率、高
致死率的脑梗死（“中风”）作战。

黄媛艳 摄

CLS生物细胞免疫疗法的优势

1
无明显毒副作用，病人不痛苦，耐受。与化疗和放射治疗相比较，肿瘤免

疫治疗具有特异性强等特点。

2
适应症广。理论上来说，每一位肿瘤病人都可以从免疫治疗中获得益

处。手术后病人进行生物免疫治疗可进一步消除残留肿瘤及癌细胞，延缓或
消除复发转移，提高治愈率；不愿接受放疗、化疗病人可用生物免疫治疗替代；
对放疗、化疗效果不好的病人用细胞免疫治疗更有意义，治疗仍有效。

3
通过主动免疫能够激发全身性的抗肿瘤效应，作用范围更加广泛，特别适

用于多发病灶或有广泛转移的恶性肿瘤。

4

5
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它治疗方法联合使用。

多次使用，提高免疫。

（小赛 辑） 制图\石梁均

编号：3027

海口市人民医院付斌 248817票

编号：3006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高炳玉 290844票

好医生投票排名前三名

（投票情况截至10月30日下午5时）

编号：3014

海南农垦三亚医院 何超明 163594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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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