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医画“骨骼图”导诊“走红”
图上标注医院专家擅长诊治部位

患者点赞“很敬业很贴心”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刘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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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医患故事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冯琼

近年来，肺癌的患病人群结构
正在发生改变。在我国肺癌新增病
例中，不吸烟的女性比率正在大幅
上升。

此前，提到肺癌，公共卫生界和
普通群众都认为，吸烟是引起肺癌
的首位因素。为何不吸烟的中国女
性患肺癌的几率高？到底谁才是罪
魁祸首？

厨房油烟或导致女性
肺癌

“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也没家
族病史，怎么可能会得肺癌？”经常
有女性肺癌患者被确诊后，往往会
发出类似的疑问。海南省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科主任黄奕江表示，过去
人们总认为一些“老烟枪”更容易得
肺癌，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肺
癌的高危人群除了老年、男性、吸
烟人群外，女性、不吸烟人群也是中
国肺癌新的高危人群。

“环境对肺癌发病率的影响也
较大，目前已知的室内因素中，包括
了中餐独特的烹饪方式造成室内
PM2.5上升、室内装修污染等。”黄
奕江认为，不抽烟的女性肺癌发病
率的上升是多方面原因，可能跟在
外常吸二手烟、且早年家中没有使
用抽油烟机有一定关系。

“厨房高温油烟产生有毒烟
雾，使局部环境恶化，有毒烟雾长

期刺激眼和咽喉，损伤呼吸系统
细胞组织，很容易使肺癌高发。”

黄奕江建议，女性远离肺癌，
可从远离厨房的油烟做起，提倡
改进厨房通风设备，倡导改变烹
饪习惯，减少油烟在厨房的停留
时间。厨房要经常保持自然通
风，同时安装性能、效果较好的抽
油烟机。

此外，炒菜时的油温也要控制，
尽可能不超过200℃（以油锅冒烟
为极限），多使用电饭煲、电烤炉等
厨房电器，尽量避免油烟的伤害。
饮食上也应注意多摄入蔬菜水果
等。

高危人群最好做螺旋
CT筛查

“肺癌很狡猾，早期大多无症
状，即使有症状，也大多表现为干
咳、胸痛、咳血等，易与其他良性病
混淆，被患者忽视。”黄奕江告诉记
者，七成以上肺癌患者就诊时已到
晚期，5年生存率仅15%左右。因
此，他建议肺癌的高危人群要定期
做检查。“肺癌的生存率取决于肺
癌诊断的时期，因此肺癌的早期诊
断尤为重要。越早发现，越早治
疗，日后的治疗效果也越好。”

对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尤其是年
龄在55-77岁，每天1包、吸烟30年，
或每天2包、吸烟15年，以及过去15
年一直有吸烟或者戒烟不到15年的
人群，黄奕江建议每年做一次低剂量
螺旋CT筛查。而如果筛查出小的肺
结节不要恐慌，也无需急着手术，可
以先经过4-6个月密切随访再考虑
是否需要手术，有无恶化趋势，这种
做法可以有效降低良性开刀比例。

而对于肺癌的低危人群，如非
吸烟者、无肿瘤或肺癌家族史等一
般人群，黄奕江表示，如果一次筛查
没有问题，则不需要年年做，可3-5
年做一次筛查。

女性不吸烟却成肺癌新高危人群？

厨房油烟增加患肺癌风险

如何更好防治肺癌

五大要领：戒烟、避油烟、充
分通风、室外防护、心平气和。

定期体检：胸片不能发现早
期肺癌，要使用低剂量多层螺旋
胸部CT。

年龄在50岁以上、每年吸烟
20包以上、有肿瘤家族史和既往
有肺部疾病史、长期从事环境与
职业暴露的高危人群，如出现刺
激性咳嗽、痰中带血、胸痛、血丝
痰，至少要做一次低剂量CT筛
查，发现肺结节后，需要做常规
剂量的薄层CT和定期随访。

每个医院在门诊大厅会设导诊台，
以引导患者就诊和提供咨询服务。近
日，海口一名导医所画的“骨骼图”在朋
友圈“走红”。她在一张纸上画出了人体
骨骼，并标注医院专家擅长诊治的部位，
以引导患者就诊。对此患者点赞：这名
导医员很敬业，很贴心！

该导医员叫符雪妮，3个月前刚入
职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患者袁先
生说，7月26日中午他到该医院看病，
导诊台一名工作人员根据一张图，指引
其到相关的科室就诊，帮助他顺利完成
了就诊检查。

“那张图是手绘的人体骨骼图，画得
挺不错的，让人感受到她的敬业精神和对
工作岗位的珍惜。”袁先生说，这样用心的
导医员是值得表扬的，也是患者所需要

的。
7月27日上午，记者在该医院见到

了符雪妮。当时她正在回复患者的咨
询电话。一名患者膝关节痛想找上海
专家看病，但不知道如何挂号，她正在
耐心给予解答。

该医院导医主管护师吴琴对符雪妮
夸赞道：“她思维活跃，工作用心，画了

‘骨骼图’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她把医
学影像的专业优势发挥出来，其他非医
学专业的导医也跟她学习，这样可以把
导诊服务做得更好。”

对于未来，符雪妮还有更大的抱
负。今年刚从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的
她，目前正在准备今年9月海南医学院
的成人高考。她说，今后还希望继续深
造，最终真正走上医学影像的岗位。

近日，一对三亚夫妇带着刚满
5个月的儿子来到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小儿外科，与科室主任医师樊长
河合影并表达感激之情。原来，他
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性
马蹄内翻足。幸好医生通过Pon-
seti（潘赛缇）法，不到两个月，就
彻底纠正了小宝宝的足部畸形，保
住了孩子的健康人生和一个家庭
长远的幸福。

今年2月，符林（化名）发现自己
刚出生的宝宝脚部有明显的畸形
——右脚掌完全内翻。这个发现犹
如晴天霹雳，让这对年轻的父母非
常无助。符林的妻子早在孕中期的

一次例行超声检查时，就被告知其
肚子里的宝宝有右侧足内翻。但她
认为，这可能是胎位性原因，可自行
缓解。然而孩子的出生带走了他们
最后一丝侥幸。

添丁的滋味喜忧参半，符林一
家带着孩子走上了四处求医之路。
一次偶然机会，符先生得知三亚市
妇幼保健院新引进一名儿外科专家
樊长河，擅长治疗小儿先天性肢体
畸形，于是立即带着孩子前来问诊。

经过全身检查，樊长河告诉他
们：孩子除了右侧足内翻，其他体征
都正常。他详细讲解了马蹄足内翻
的治疗过程：用一种叫潘赛缇的方
法，每周给孩子一次手法治疗＋矫
形石膏辅助，视情况再增加微创手
术和石膏固定，后期佩戴一种特殊

的支具预防复发即可。
“放心，有我们在，保证给孩子

一个健康的未来！”医生的话仿佛
一颗定心丸，让这对夫妻重拾希
望。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治
疗后，小家伙的右脚掌完全回到了
正常位置。

记者了解到，先天性马蹄内翻
足属于严重的先天性足部畸形。据
估计，全球每年有超过10万名先天
性马蹄足婴儿出生。如果得不到有
效治疗，患儿将终生残疾。

樊长河介绍，目前对先天性马
蹄内翻足主要是采用潘赛缇方法，
即通过手法矫正+石膏固定+微创
的经皮跟腱切断或延长+足外展支
具的综合治疗方法。而且该方法低
成本、非手术，花费少，痛苦小，矫正

有效率接近100%。
早发现早治疗，是治疗先天性

马蹄内翻足的“金标准”。目前，通
过规范的产前超声检查，80%以上
的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症状能在胎儿
期被确诊。其中可能有10%左右
是属于胎位性的，出生后有可能自
行缓解，否则家长应尽快带新生儿
到有资质的医院接受科学治疗。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继续开
展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试点
工作，省人民医院、省第三人民医
院、省妇幼保健院、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海口妇幼保健院和三亚
市妇幼保健院共9家医院为省内
定点医疗机构。

病历档案

潘赛缇法可矫正新生儿马蹄足
我省9家定点医院开展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试点工作

■ 本报记者 孙婧 通讯员 黄毅

据统计，全球每1分钟就有1名宫
颈癌患者被确诊，每2分钟就有1名女
性死于宫颈癌。宫颈癌发病的直接诱
因是人乳头状瘤病毒（HPV）的感染，
从HPV感染到发生宫颈癌，短则数
年，长则数十年，打了宫颈癌疫苗并不
意味着“疫”劳永逸，高枕无忧。

HPV有100多种亚型，其中50
多种能诱发疾病，20多种可致癌。
目前可接种的宫颈癌疫苗有二价、四
价和九价三种，三种疫苗都能对
HPV16和18两种亚型起到预防作
用，价位越高，可预防的HPV亚型种
类也越多，但并不是所有的HPV感
染都可预防。更重要的是，HPV疫
苗在美国和欧洲的获批是以可否预
防HPV持续感染为评估标准，并不
是以可否预防宫颈癌为评估标准，
HPV感染进展到宫颈癌需要10—
20年的漫长过程。因此，最早上市
的疫苗对子宫颈癌的预防效果也要
到2020年之后才能显现。

目前，宫颈癌筛查还未得到足够
重视。很多人认为去医院做妇科疾
病的检查难以启齿，导致错过了最佳
治疗时机。广大女性朋友不能把全
部希望都寄托在疫苗身上，定期筛查
才是预防宫颈癌的最有效途径。大
家既要丰富自己的健康知识，提高健
康意识；还要改善卫生生活习惯，注
重工作、生活环境卫生安全，积极预
防。

（海南省肿瘤医院宫颈癌防治中
心主任、放疗二科主任 谢凯）

“疫”劳并不永逸

接种宫颈癌疫苗后
还应定期筛查

本报讯（记者侯赛）近日，共青团海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组织开展了第
一季“健康海南”角色体验活动，通过互换体验工
作环境，互相查找服务管理的痛点，提出改进意见
建议，助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据了解，在前期调研摸底的基础上，11家直
属医疗卫生单位共推报了53个“专家助理”和“志
愿服务”角色体验岗位，其中，31个“专家助理”岗
位提供了跟随专家出门急诊、观摩手术、住院查
房、日常护理、检验诊断、实验检测等多项活动，22
个“志愿服务”岗位提供了导医导诊、文明劝烟、志
愿服务项目活动。在1天的体验活动时限内，53
名角色体验者以专家助理或志愿者身份与医疗卫
生人员一同工作，体验执业环境和工作特点，查找
医德医风、软硬设施和环境、管理服务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建议。

通过角色互换体验，体验者们对省人民医院
等8家医院在就医环境、管理服务、医疗护理、人
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41条意见和合理化建议。
通过跨单位、跨专业、跨科室的交叉互换体验，体
验者们接触到了不一样的工作环境、医疗技术和
服务管理，开拓了眼界，提高了彼此职业认知程
度，特别是对一些专科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和志愿
服务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一季“健康海南”角色体验活动结束

互换医疗工作环境
互查服务管理痛点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徐善应）近日，
海南首家针对疑难复杂情况的数字化种植中心
——海南口腔医院数字化种植中心揭牌。海南
口腔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由口腔种植专
家实施的精准种牙，疑难口腔种植患者无需出岛
求医。

数字化种植是根据口腔CT设备的检测数
据，判断牙槽骨的宽度、高度及角度，设计出种植
方案并利用3D打印制作出数字化种植导板。手
术时，数字化种植导板好比是“精准导航”，医生
根据导板划定的位置准确安装种植体，可降低手
术创伤，缩短手术时间，使种植手术更加精准、安
全。

海南省口腔医学会会长、海南口腔医院名誉
院长廖天安介绍，有些患者因为牙周病、残根残冠
多、失牙时间过长等问题造成骨量缺失过多，给种
植带来很大挑战。数字化种植中心成立后，针对
疑难口腔种植病例，海南口腔医院将开展多学科
会诊（MDT），努力为高难度缺牙患者提供精准、
高效、个体化的种植解决方案。此外，海南口腔医
院作为中南地区（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专科医
联体成员单位，疑难口腔种植病例均经过武汉大
学口腔医院种植专家的远程会诊、病例讨论，确定
种植具体方案。

海南首家数字化疑难种植中心成立

高难度种牙无需出岛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屈璐）近日，澄
迈县金江镇长坡村委会土尾村200多名外嫁女相
约从四面八方赶回娘家，她们此次除了要回娘家
探亲外，还要参加一个更有意义的活动——集体
爱心无偿献血。

活动当天，外嫁女们在村头大榕树下排起了
爱心献血的长队。她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
《无偿献血登记表》、按序化验血型、上车献血。此
次活动共有12人达到献血标准成功献血，总献血
量3900毫升，发动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1人。

据介绍，土尾村是海南著名的“献血村”，村小
组组长王泽谦更是“献血达人”。此次活动中，海
南省血液中心以及澄迈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积
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献血知识宣传普及工作，活动
现场共发放宣传材料500余份，向公众宣传无偿
献血理念，倡导关爱他人、奉献爱心回归社会的道
德风尚。

澄迈土尾村
外嫁女集体爱心献血

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澄迈土尾村外嫁女集体回乡爱心献血。
海南省血液中心供图

符雪妮细心地绘出“骨
骼图”指引患者就医。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