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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微创治疗门诊开诊
为进一步规范甲状腺结节微创治疗，海南省肿

瘤医院设立甲状腺微创治疗专科门诊，并已于近日
开诊。

近年来，随着甲状腺超声检查技术的普及，甲状
腺结节的检出率逐年增加，相关统计表明，在健康人
群中，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可达50%到60%，而女性
甲状腺结节患者远高于男性患者。特别是沿海地
区，由于环境和饮食原因，甲状腺疾病尤为高发。

甲状腺结节，虽然发病率很高，但相对其他肿瘤
来说，其危害性要小很多。甲状腺微创治疗门诊负
责人、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余书勇介绍，90%以上
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恶性结节只占10%以内。
因此，甲状腺结节患者不必过于焦虑，更不要恐慌。

余书勇是海南率先开展甲状腺结节微创、超微
创治疗的专家之一，已积累2000多例甲状腺良恶性
结节微创和开放式手术治疗经验。他表示，绝大多
数发现及时的甲状腺良性结节，都可采用微创消融
技术进行治疗，消融设备的针头仅牙签粗细，与开放
手术相比，一是创伤很小，采用局部麻醉操作，患者
术后即可自主活动，一般观察一到两天就可出院；二
是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结节之间正常甲状腺组织，不
影响甲状腺功能，术后不需要长期服用甲状腺激素
药物；三是不留疤痕，不影响颈部美观。

甲状腺疾病种类繁多，病情各有不同，患者就诊
时往往走不少弯路。为让患者少跑路，减少看病麻
烦，节省诊疗费用，该院专门开设了甲状腺微创治疗
门诊，对甲状腺结节实行专病专治。

该甲状腺微创专病门诊由余书勇牵头，集中
超声、麻醉、核医学等学科专家，搭建岛内和国内
甲状腺优秀专家合作医疗平台，成立疑难甲状腺
疾病MDT（多学科会诊）团队，对甲状腺结节患者
实行精准化、规范化和个体化治疗，通过“一站
式”诊疗服务模式，最大程度为患者节约时间和
经济成本。

“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是所有肿瘤治疗的
‘良方’，甲状腺结节也不例外。”余书勇表示，由于
甲状腺结节长大后会侵犯周边正常组织，一方面
会影响患者身体健康，因肿瘤压迫气管、食道、喉
返神经等正常组织，易造成呼吸、吞咽困难和声音
嘶哑等症状；另一方面增加手术难度和治疗风险，
甲状腺结节发展到一定程度，只能采用开放式手
术治疗，不仅留下疤痕，影响容颜，并且可能需要
终身口服甲状腺激素。

余书勇介绍，今后每周六上午，该门诊都会组织
甲状腺疾病免费咨询、免费彩超检查等公益服务。

（文\梁山 成家佳）

这些很美的
名字背后

2月13日，海南省人民医院
儿童医学部进行了一场特别的
药物注射。从出生4个月确诊
SMA到23岁，为了这一刻，叶
子（化名）整整等待了23年。

23年了，叶子双脚没有沾过
地，十指没有碰过阳春水，一张
一米多的小床永远陪伴着她。
爷爷的一句话道出了一家人的
辛酸：“什么时候叶子能自己走
路了，天就亮了！”

SMA 发病率约为 0.01%，
是临床最为常见的罕见病之
一,是 2 岁以下婴幼儿的头号
遗传病“杀手”。据美儿SMA
关爱中心估算，国内约有患者2
万至3万。

一些轻型的SMA儿童患者
几分钟就可以完成鞘内注射，而
叶子却用了近半个小时。

脊柱侧弯是 SMA 患者最
主要的并发症之一。因为肌肉
萎缩无力导致叶子的身子逐渐
弯了下来，弯曲程度达到 140
度。严重的脊柱侧弯开始压迫
到心肺，影响呼吸功能。去年叶
子进行了高风险的脊柱侧弯矫
形手术，体内布满了钛合金固定
材料。

尽管借助超声引导，但想在
弯成“镰刀”状且布满了钛合金
固定材料的脊柱内精准完成鞘
内注射，也是一件相当有挑战性
的技术活。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科医生陈泽
福和团队其他成员，都捏了一把
汗，这是迄今为止，他们做过最
高难度的鞘内注射。

当穿刺成功，一小瓶5毫升
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缓缓注入
了叶子的体内，所有人都松了一
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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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养好肝 长寿又美颜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肝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所
以中医有“百病从肝治”的说法。

肝脏是人体重要器官，既要负责造血、储血，又
要合成多种能量物质，参与免疫防御。同时，肝还掌
管着糖类、脂肪、蛋白质等物质的代谢，以及有毒物
质的转化，所以肝脏也是最易受到污染的脏器。

肝属木，与春之气相应，故春季养生重在养肝。
春天阳气始发，万物复苏，人体内肝气亦是如此，“肝
为将军之官”，性喜柔顺条达，若肝气不顺，就会与春
天生发之气相合郁而化火，会导致口干苦，胸胁胀
痛、腹胀、乳腺增生、烦躁易怒等；肝气犯上会导致高
血压、头晕头痛、双眼干涩、两耳轰鸣；肝火扰乱心
神，会引起失眠、多梦等。怎样才能养护好肝脏呢？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专家为您支招。

1.保持心情愉悦
怒伤肝，肝脏的健康与否和情绪有直接关系，所

以养护肝脏的第一步就是保持心情愉悦，肝疏泄功
能正常，肝气才能调达，气血才能运行通畅。

2.早睡早起多运动
经络学说里肝经当令为丑时，胆经当令在子时，

肝胆相照，所以夜晚11点至凌晨3点是肝、胆经值
班的时间，早睡不熬夜，才能养护好我们的肝脏，保
证肝胆代谢顺利完成。

适当的运动，活动筋骨，不仅能够更好地帮助肝
脏升发气血，疏通气机。而且运动可以有效缓解身
体的疲劳和紧张情绪。

3.合理膳食少饮酒
五味之中，酸味入肝，具有收敛之性，辛味发散，

利于阳气升发，因此春季应少食酸味食物，多吃辛味
食物，以助阳气和肝气升发；五色中绿色入肝，所以
在春季多吃绿色的蔬菜能够帮助肝脏排毒清洁；肝
属木，脾属土，春季肝气旺盛，易克脾土，故春季还应
多食甘味以养脾气。需注意的是：过犹不及，如果吃
太多会使阳气发散太过则损伤阳气；甘味吃太多则
容易生湿生痰。

酒辛辣发散阳气，肝体阴而用阳，本就容易阳
亢阴虚，再加上酒的升散，使阳气更亢，阴气更
伤。酒精主要成分乙醇，90%在肝脏代谢。进入肝
细胞后经氧化为乙醛。乙醇和乙醛都具有直接刺
激、损害肝细胞的毒性作用，能使肝细胞发生变
性、甚至坏死，长期饮酒不仅伤肝，还会对食道、胃
黏膜造成不良刺激。因此要想保护好肝脏，一定
要改掉嗜酒的习惯！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供稿）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冯琼

每年 2 月的最
后一天，是国际罕见
病日，今年罕见病日
的主题是“分享你的
生命色彩”。2022
年新版医保目录落
地，恰恰呼应了该主
题，让罕见病患者分
享更多生命的色彩
成为可能。

2021 年 下 半
年，67 种医保目录
外独家药品谈判成
功，涉及7款高价的
罕见病用药。其中，
用于治疗脊髓性肌
萎缩症（以下简称
SMA）的诺西那生
钠注射液原价近70
万元一针，纳入医保
后患者自费承担的
部分仅为 15000 元
左右。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海南省人
民医院了解到，目前
我省已经有10名患
者成功注射了诺西
那生钠注射液，他们
的生命之光得以延
续。

对于罕见病用药保障体系
的探索，中国正摸着石头过河。
但毫无疑问，“天价药”的破局，
正跨越式地改变着罕见病患者
这一群体的命运。

过去的日子里，即便再艰难，
叶子依然阳光快乐地生活着。虽
然叶子全身上下，只有4根手指
可以动。但她却靠这四根手指完
成了初二之前的全部学业，虽然
每天只能上2节课，但她每次考
试成绩都是年级前10名。

叶子喜欢画画，尤其喜欢
漫画，在她的电脑里，存储了大
量她用电脑绘制的漫画。她也
喜欢写作，两年前，她开设了自
己的微信公众号“小叶子的空
中花园”。

如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进
入医保目录，叶子得以续命，她
说，她的梦想是要穿裙子，要美
美地活下去，还要找一份工作，
她急切地证明自己也可以有尊
严地活着。

目前，越来越多像叶子一样
的SMA患者能用得起药物了。
但据业内人士透露，自2022新
版医保目录落地，省内目前只有
海南省人民医院可以注射诺西那
生钠注射液，也有部分医院在申
请使用药物上仍然持观望态度。

一名不愿具名的儿科医生
也证实了这一问题。他介绍，虽
然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已经进入
医保，但他们医院在申请用药的
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困难。虽
然药物降价了，但还是国内较贵
的药，因占据采购金额较大等方
方面面的原因，医院在申请药物
上并不积极。

我省罕见病研究专家逯军
表示，罕见病问题不仅是一个医
学问题，要解决医疗机构创新药
品的配备和使用问题，动态更新
罕见病目录，鼓励各罕见病诊疗
协作网成员医院及时配备新增
纳入医保目录的罕见病药物，统
筹协调门诊保障政策，取消“药
占比”等问题，才能打通罕见病
患者用药的“最后一公里”，保障
罕见病患者的用药可及。

出生4个月时，叶子因为不
能抬腿被父母带去医院接受检
查。当时误诊为脑瘫，还接受
了各种康复治疗，结果都无济
于事。

叶子1岁时，叶子妈妈在北
京协和医院罕见病医学专家的
建议下来到长沙的一家第三方
基因检测机构做了检测。检测
报告结果显示叶子患的是脊髓
性肌萎缩症。被告知孩子的运
动功能会渐渐消失，肌肉将逐渐
萎缩时，叶子妈妈瞬间崩溃了。

但他们一家并没有放弃。
叶子妈妈自制各种康复器械帮
助叶子锻炼肌肉能力，四处寻
医问药。同时她也查阅各种资
料，在英文文献中找到了令她
兴奋不已的“救命药”——诺西
那生钠注射液，虽然当时药物
还未上市。

“2016年，诺西那生钠注射
液在美国上市了，当时是非常轰
动的。”陈泽福说，这是全球首个
SMA精准靶向治疗药物，它的
出现为曾经无药可治的SMA患
者带来了希望。在已经用药的
全球案例中，看到了一些孩子从
不能坐到能坐，从不能站立到能
够站立。该药物能阻止患者运
动功能减退，带来的细微运动功
能进步对于患者来说也是巨大
的欢喜。

“患有SMA的孩子，他们的
智力水平都是正常的，因此如果
能够通过药物改善他们的运动
水平，他们就能够活下去。”陈泽
福说，这正是医学界如此看中
SMA患者治疗的原因。

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在美国上
市的2年后，进入中国市场。然
而，对于大部分国内患儿家庭来
说，希望和绝望几乎同时到来。

“70万元一针的价格，对于
SMA患者家庭来说，等于再一
次陷入绝望，有药但够不着。”陈
泽福介绍，根据诺西那生钠注射
液用药规范，SMA患者在第一
年需注射6针，随后每年注射3
针。这意味着每个患儿家庭每
年的花费将超过200万元，这无
疑是个天文数字。

2021年 11月，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的报价从每瓶53680元开
始，经过 8 轮“砍价”，最后以
33180元一瓶的价格，成功进入
国家医保目录。经过医保报销
后，SMA患者的自费支出降到了
单次15000元左右。

“好像一次性把压在身上的
这座大山搬掉了，感觉我能活了，
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了。”病友群
里，有人这样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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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新的《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2021》，将
“新生儿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患

病人数小于 14万的疾病”列为罕见病。据估算，我国有

超过2000万罕见病患者，全世界则有2.63亿到4.46亿
罕见病患者。这意味着，你我身边每 17到29个人之中，

就有 1人正被某一种罕见病折磨着。

罕见病
治疗有多难

确诊困难：大部分
医生缺乏罕见病专业
知识，常误诊和漏诊

治疗花费巨大：罕
见病检测方法复杂，设
备、试剂昂贵，药物价
格较高

药物研发落后：全

球仅有不到 10%的罕

见病有已批准的治疗
药物或方案

罕见病
如何预防

根据发病特点根据发病特点，，在婚在婚、、
育之前注意以下几点育之前注意以下几点，，可在可在
一定程度上预防罕见病一定程度上预防罕见病：：

避免近亲结婚

尽量避免高龄生育

进行遗传咨询

做好产前诊断

文/侯赛 制图/许丽

“月亮的孩子”“星星的宝贝”
“玻璃人”……这些美好的名字分
别对应的疾病是白化病、自闭症、
成骨不全症，是被称为罕见病的
一类疾病。这些罕见病，到底是
什么病症？

◆“月亮的孩子”——白化病
白化病患者全身皮肤一般呈

现乳白或粉红色，柔嫩发干。患者
皮肤对光线高度敏感，日晒后易发
生晒斑和各种光感性皮炎。因怕
光，他们看东西时总是眯着眼睛。

◆“星星的宝贝”——自闭症
儿童自闭症也称为孤独症，是

一类心理发育障碍疾病，一般在3
岁以前就会表现出来。自闭症的
主要特征是漠视情感、拒绝交流、
语言发育迟滞、行为重复刻板以及
活动兴趣范围显著局限，他们生活
在自己的世界，独自闪烁。

◆“玻璃人”——成骨不全症
成骨不全症又被称脆骨症，

这种疾病患者的骨骼忍受外力冲
击的能力较正常人差，即使是轻
微碰撞，也会造成严重骨折，因此
这类病患被称为“玻璃娃娃”或

“瓷娃娃”。
◆“蝴蝶宝贝”——大疱性表

皮松解症
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者身上

的皮肤就像蝴蝶翅膀一样脆弱，
轻轻碰触，甚至走路的压力都会
导致皮肤和黏膜起疱、破溃和脱
落。患者痛苦万分而且终生无法
痊愈，因此也被称为人类最痛苦
的疾病之一。 （侯赛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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