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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外科风云》更真实温暖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徐善应

日前，“一滴血可测癌症已被批准
临床使用”的文章引发人们的关注。
海南省肿瘤医院检验科主任覃西表
示，确定癌症需要经过多种方法检查
和综合分析，最后还要通过“金标准”
的病理诊断。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防
癌意识也逐步增强。有人提出疑问，

“如果只通过抽血查肿瘤标志物，能否
判断患者患有癌症？”覃西认为，单凭
抽血测肿瘤标志物的方法来筛查癌

症，就算测出肿瘤标志物是阳性，也不
能判定患者百分之百患有癌症，这仅
仅是一种提示和信号，还有待进一步
检查。此外，肿瘤标志物检测呈阴
性，也不一定就能排除肿瘤，比如肝
癌的早期筛查，检查血液中的肿瘤标
志物甲胎蛋白（AFP），约70%原发性
肝癌的甲胎蛋白表现为阳性；约30%
的原发性肝癌的甲胎蛋白表现为阴
性。也就是说，患者是否患有肝癌，
不能凭借甲胎蛋白的检测结果就作
出诊断。

覃西说，目前，癌症的确诊，需要通
过肿瘤标志物检测、X光检测、CT检测、
B超检测等多种检测，最终还需要借助有

“金标准”之称的病理诊断，才能作出定
论。

覃西提醒，要预防癌症，人们应
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体检时最好到
正规大型的机构。定期肿瘤筛查最
好选择同一家医院，方便医生对以往
检查结果进行对比，更好地跟踪判断
是否有肿瘤疾病的发生。有肿瘤家
族史的人，更应该注重定期体检。

2013年10月，一位母亲带着
儿子周某走进海南省平山医院心
理咨询室，笔者接待了他们。

这名母亲表情沉重地向笔者
讲述了儿子的病情，“我儿子是一
名大学生，因为一种怪病在家休
养了3年多。他经常感觉身体不
舒服。家人带他去过多家医院治
疗，都无法治愈。”

“我全身都难受，有时候脖子
不舒服；有时候头涨，后脑有堵塞
感；有时候胸闷，感觉快要喘不过
气来；还有些痛苦都无法用语言
来形容。”患者周某向笔者描述了
他被病痛折磨的感受。

据了解，周某的饭量会根据
心情好坏发生变化，心情不好时，
食量很大，吃得很多；心情好时，
饭量正常。

交谈中，周某向笔者讲述了3
年前自己发病的原因。那年，他
刚读大四。一天下午，他鼓足勇
气向暗恋多年的女同学表达了爱

慕之情，但是被这名同学拒绝
了。此后不久，周某的身体便出
现一些不适，到多家医院反复检
查，结果均未发现异常。医生诊
断他患有神经官能症。大学毕业
时，找工作的压力，让周某感觉病
情加重了。因为病情不时发作，
周某毕业后没有工作，而是回到
家里。

后来，在家人的陪伴下，周某
逐渐感觉病情有所好转，便在省
外找了一份工作，待遇、福利都很
好。但是，工作10天后，周某的病
情又有所反复，只能辞职回家养
病。

经过诊断，笔者认为，周某患
有神经症。神经症是一种很常见
的心理疾病，症状五花八门，变化
多端，病人的痛苦让常人难以理
解。神经症通常被分为焦虑症、
恐怖症、强迫症，以及神经衰弱等
多种类型。这些症状一般不会发
展成严重的精神病，但往往长期

困扰着患者而难以治愈，严重影
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神经症
患者常有各种躯体不适，体检不
能发现器质性病变或躯体疾病，
发病多与人格特征或精神应激有
关。

经过与患者周某的沟通，笔
者给他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让
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进行
适量的劳动锻炼，服用少量抗抑
郁药等。

1个月后复诊时，周某饮食、
睡眠改善明显，平时还能够在家
煮饭煮菜，打扫庭院。2个月后复
诊时，周某经同学介绍到一家企
业当统计员，工资月薪两千元左
右。4个月后复诊时，周某参加了
公务员考试，成绩达到面试线。9
个月后复诊时，周某顺利当上公
务员。恢复健康的他，现在工作
勤奋，努力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海南省平山医院副主任医
师、心理治疗师范春玲）

32个重症地贫家庭
获免费配型检测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冯琼）5月8日
是第24个“国际地中海贫血日”，“关爱地贫，公
益先行”主题防治公益活动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举行。在当天举行的义诊活动中，“深圳市广电
公益基金会·华基金公益基金”为我省32个重
症地贫患儿家庭进行了免费配型检测。

据介绍，地中海贫血（简称为地贫）是我国
南方地区最常见、危害最大的遗传病。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3000万人是地
贫基因携带者，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地贫基
因携带率尤其高。据海南省地贫防治关爱协会
的初步统计，海南共有400多名重症地中海贫
血患儿。重型地贫患儿在出生后三到六个月发
病，需要定期输血和药物治疗，每月治疗费在
3000元以上。目前，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能
够根治地贫的方法。

目前，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至少需要
20万元，这对很多地贫患儿家庭特别是贫困家
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据海南省地贫防治
关爱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进行免费配型
成功的患儿，下一步将由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
金会提供资助，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聚焦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冯琼 杨秋梅

近日，电视剧《外
科风云》的热播，让外
科医生这个群体进入
了人们的视野。虽然
剧中很多不符合医学
常识的漏洞被网友纷
纷吐槽，但是对很多外
科医生来说，剧中很多
场景还是比较贴近日
常工作状态的。

工作连轴转、与患
者耐心沟通、半夜被医
院的电话叫醒……在
现实生活中，外科医生
的工作状态比电视剧
中描述的更加艰辛。

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就像木工一样，要十分
精细。”5月5日上午10时许，在海南
省人民医院11楼的乳腺外科病房内，
钟晓捷正用一支手术划线定位笔在一
名即将进行手术的患者身上画线，标
出要进行手术的部位。

为了获取精湛的医术，外科医生必
须不断加强自己的业务学习。“除了完
成日常工作，外科医生需要花大量的时

间进行业务培训和交流。”钟晓捷说。
对于邢国来说，他平时的生活并没

有太多娱乐，“平时如果不忙，晚上我就
会看些理论书籍学习业务。一个外科
医生，从毕业到开始真正胜任工作，至
少还需要五年到六年的磨练和学习。”

除了要像木工一样精细外，很多
外科医生同时还是一个“体力劳动
者”。邢国的同事梁昌海笑着说，“我

们经常要在消毒时扛起患者的大腿、
搬运病号。给患者进行骨折复位、牵
引等，都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完成。
有时给患者做手术时要打钉子、拧钉
子，常常要拧到手发麻。”

一天五六台手术，连续站上五六
个小时……漫长的工作过程会极大消
耗外科医生的体力。邢国说，手术多
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两台手术间隙的

半个小时里稍作休息。这半个小时
中，他们还要针对术后伤口处理等事
宜与患者沟通。如果刚好赶上饭点，
他们只能随便吃两口饭就继续进行下
一台手术。

由于工作繁忙，很多外科医生都
没有一个健康的胃，而长时间低头站
着动手术，导致很多外科医生的颈
椎、腰椎都出了问题。

“最近《外科风云》挺火的，我也抽
空看了几眼，很多场景和现实情况很
相符。剧中有个医生下了手术台就只
能吃点泡面，我们也经常会这样，很有
感触。”近日，在解放军187医院外科
楼6楼的脊柱外科医生办公室内，医
生邢国放下手头的工作，笑着说：“我
也只是断断续续看了几集。平时实在
太忙了，哪里有时间追剧？”

24小时开机、半夜经常被医院的
电话叫醒、整天泡在医院、手术一台接
着一台……对于邢国和他的同事们来
说，这样的工作状况早已是家常便饭，

“从我们当学生实习的时候起，就已经

是这样的状态了，习惯了。”
2014年的超强台风威马逊，让邢

国印象十分深刻，“那天陆续有受伤的
患者被送到医院里，大厅里躺满了伤
者。因为停电，电梯停了，120的医护
人员就把伤者背着上楼。”

邢国回忆，当天值班的只有他和另
外一位医生，其他医生因为风势太猛被
困在家中。他和值班的同事一整夜都
在忙着为伤者处理伤口，直到第二天下
午2时才能回家，“当时已经累得头脑
一片空白，只想立刻躺下睡觉了。”

邢国说，外科医生经常需要连续长时
间工作，“经常是早上8时到医院，第二天

早上8时还不能回家，如果第二天上午有
手术，还得继续做完。处理完手术后的所
有事情，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家。”邢国说。

睡眠严重不足是很多外科医生面
临的问题。“一天，我深夜12时许护理
完一个患者，凌晨一时左右刚回到
家。躺下不久就接到医院急诊电话，
只能赶快爬起来，急忙赶回医院去。”
记者看到，邢国的黑眼圈很严重。能
够拥有一个完整的睡眠，对他和同事
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日常生活中，邢国会在汽车后备
箱里放一个医药箱，里面有夹板、绷
带、石膏、创伤用药等医疗用具和药

物，如果遇到创伤患者，立刻就能进行
及时的基本急救。

邢国自备的急救箱已经帮助过很
多急需救治的伤者。今年清明节回老
家的路上，由于高速路上发生车祸，一
名伤者小腿受伤。在救护车到来之
前，邢国利用急救箱为伤者进行了前
期的急救处理。

“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推荐了一
部美剧叫《实习医生格蕾》。我当时看
了就对外科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很大
的憧憬，觉得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
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们这份工
作再苦也值得了。”

“良性肿瘤不会到处跑，恶性肿瘤
是会到处跑的……”5月6日是周六，
上午10时许，海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
科医生姚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手术前的沟通。

从病情、诊疗方案到术后康复情
况等，姚嘉尽量用最易懂的语言，对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科
普。这场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门诊、查房、手术等工作外，

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也是我们很重要
的一部分工作。”海南省人民医院乳腺
外科副主任钟晓捷表示，医生需要将
治疗的方法、价格比较高的药品、手术
存在的相关风险等情况详细告知患者
及其家属。

姚嘉说，由于手术往往存在一定
的风险，因此，外科医生事先做好与患
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尤为重要。

在12年的外科医生工作生涯中，

姚嘉与患者及其家属在沟通方面颇有
心得，“沟通是医生取得患者信任的重
要方式。如果能够取得患者及其家属
的信任和理解，医闹这种事情就会减
少很多。”

姚嘉说，“有些患者和家属认为，
到了医院就必须把病治好。他们不知
道，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
的情况。因此，我们要让患者和家属
充分了解治疗和手术的过程和风险。

了解+理解=避免误解，作为外科医
生，我们必须尽力消除患者和家属对
治疗存在的误解。”

但实际上，与患者和家属沟通并
非易事，需要医生付出极大的耐心，

“我和患者及其家属的谈话一般都会
超过一个小时。我会对他们提出各
类问题进行解答，这样他们就能更加
了解病情，对下一步的治疗能有一个
基本的心理预期。”

工作连轴转是家常便饭

是精细的“木工”，也是体力劳动者

与患者沟通要付出极大耐心

再苦再累也值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大学时表白被拒绝

帅小伙患上神经症

“一滴血可测癌症”系误读

癌症确诊
需综合检查和病理诊断

德国科学家发明
肺癌呼吸检测法

德国科学家日前研究出一种方法，能通过分
析受测者呼吸气体中的核糖核酸分子，检测他们
是否患有肺癌，准确率高达98％。

科学家们分别根据健康和患有肺癌的研究
人群产生的核糖核酸相关数据建立起模型，并
对138名已知其健康状况的对象进行测试，结
果发现新方法对肺癌的诊断准确率高达98％。

据介绍，这种方法能让肺癌的早期诊断变
得更加容易及可靠，可以作为现有常用诊断技
术的补充。科学家们计划未来把这项技术广泛
推广到临床试验中。 （据新华社）

2016年我国注册护士
总数超350万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记者近日从国
家卫生计生委例行发布会上获悉，2016年我国
注册护士总数达350.7万，占到卫生计生专业
技术人员的42％。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护理服务
质量，丰富服务内涵，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
求。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服务在呵护
生命、维护健康、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
优质护理服务实现了三级医院全覆盖，另有
88.2％的二级医院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

面对老龄化加速、疾病谱变化的新挑战，慢
病照顾、居家康复等多样化健康需求不断涌
现。国家卫计委印发的《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
划（2016—2020年）》将拓展护理服务领域列
为主要任务之一。专家指出，福建省厦门市等
地建立了专科医师、基层全科医师和以护士为
主的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服务模式，将为其
他地区推动护士参与分级诊疗等医改措施、满
足群众健康需求提供有益借鉴。

“没有满意的护士，就没有满意的病人。护
理事业改革与患者体验改善要同步推进。”国家
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指出，壮大和
稳定护士队伍、延长护士职业生涯关系到护理
队伍积极性的有效调动。今后我国将加快推动
护士从身份管理变为岗位管理，建立完善科学
的护士薪酬分配机制。 （据新华社）

医学新发现

一天五六台手术是很多外
科医生的工作常态。（资料图）

解放军187医院脊柱外
科医生为患者做手术。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