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2020年7月28日 星期二 编 辑 董颖钰 美 编 霍耀翠
编辑电话押穴０１０雪６５３６9666 Ｅ－ｍａｉｌ押jksb23＠jksb.com.cn

新闻
聚焦主流 传播资讯

慢传输型便秘做个试验能确诊
一名患者在上海瑞金医院通过慢传输试验确诊慢

传输型便秘， 结直肠外科郑民华教授团队为其进行腹
腔镜全结肠切除术， 术后再无便秘症状。 薛 佩摄

为冠心病患者微创切除肺结节
患冠心病的郭先生右肺上叶发现了结节。 郑州市

人民医院肺结节MDT团队会诊后联合胸外科等多学科
完成单孔胸腔镜手术， 患者短期即可出院。 孙芸昊摄

“切开” 半个背为脊椎管狭窄患者手术
58岁刘阿姨下肢乏力半年， 被诊断为颈椎、 胸椎管

狭窄。 广医三院脊柱外科吴增晖教授团队实施高难度手
术， 范围长达半米， “切开” 大半个背部。 梁建钟摄

高考后医院迎来学生“摘镜热”
高考后医院迎来近视手术小高峰。 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手术治疗中心今年开辟了高考生
绿色通道， 优先安排做各项检查和手术。 马 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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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 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发布了我国白
血病患病儿童的整体发
病、 诊治及生存状况等
一系列数据。

国家卫健委儿童白
细胞专家委员会执行副
主任、 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血液肿瘤科主任陈静
介绍 ， 根据数据显示 ，
我国0~14岁儿童白血病
2016~2018年平均年新发
病登记率为 42.9/百万 ，
其中白血病类型中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比例最

高 ， 占 儿 童 白 血 病 的
72.4%； 急性髓细胞白血
病占18.3%； 急性早幼粒
细胞白血病占4.5%； 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占2.0%；
幼年型慢性粒单核细胞
白血病占0.6%。

“我国儿童白血病的
治疗效果和患儿生存率
显著提升， 但较以往治
疗方案费用没有明显增
加。” 国家卫健委儿童白
血病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白血
病科主任沈树红介绍，

2015版多中心临床研究
的治疗方案诱导缓解率
97.4%， 4年无病生存率
81.7%， 疗效较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 2005以及 2009
修订方案相比提高超过
10%， 已接近欧洲先进的
多中心研究结果。

而且新方案对疾病
的诊断分型提出了更细
致、 更严格的要求， 同
时诊断和治疗方案的不
断优化使得并发症得到
有效控制， 带来了更加
经济的费用控制。

我国儿童白血病现状发布

7月26日， 国家呼吸
医学中心成立大会在中
日医院举行。 中日医院
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将作为主体医院，
共同构成国家呼吸医学
中心。 记者梳理国家卫
健委公布的信息发现 ，
在我国已设置并公布的
七家国家医学中心里 ，
北京占了六家。

除国家呼吸医学中
心由北京和广州两家医
院共同组成外， 国家心
血管中心 （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 国家癌
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 国家老年
医学中心 （北京医院）、
国家创伤医学中心 （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 这四
家国家医学中心完全设
置在北京地区所在医院。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则由
北京儿童医院、 上海交
通大学和复旦大学下属
附属医院共同建设。 唯
一不在北京的是国家重
大公共卫生医学事件医
学中心， 设置在位于武

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政医管局周长强副局长
在发言中指出， 国家呼
吸医学中心的设置一方
面有助于统筹国家呼吸
病防治， 尤其能为今年
秋冬新冠肺炎防控提供
强大的学科保障。 另一
方面有利于提升慢阻肺、
哮喘、 肺炎、 肺癌等常
见、 多发性呼吸疾病的
防诊治能力， 极大促进
国家呼吸学科的发展。

七家国家医学中心
六家在北京

轰动全国的杭州女
子失踪案终于告破。 经
审讯， 许某某因生活矛
盾， 7月5日凌晨， 趁妻
子来某某熟睡之际将其
杀害， 分尸后分散抛弃。

从全球来看 ， 这起
案件并不是孤案 。 2018
年联合国一项报告显示，
2017年一年间全球约8.7
万女性被杀害， 约六成
死于丈夫等亲密伴侣或
家人之手。 “选择伴侣
最重要的不是看他最好
的时候有多好， 而是看
最坏的时候有多坏。” 解
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
心心理医师史宇表示 ，
择偶一定要关注对方心

理健康， 看他品行的最
低处。 “可以关注对方
最愤怒的样子， 最落魄
的样子， 最危难的样子，
看他与你或与别人发生
利益冲突时的样子。” 史
宇表示， 提倡结婚前要
相处过四季， 因为在四
季中会有季节性的情绪
变化， 会涉及到大小节
日的安排， 可以更全面
了解对方行为处事的方
式 ， 待人接物的态度 。
两个人可以多去长途旅
行， 旅行中涉及很多细
节， 疲惫时的修养 ， 对
陌生人的态度， 对金钱
的使用等， 都有助于了
解对方。

心理咨询师苏珊·福
沃德提出的六种关系中
的暴力 “危险信号” 也
可作为参考， 如危险信
号太多， 最好尽早远离：
对方理直气壮地认为自
己理应左右你的人生和
一举一动 ； 为取悦他 ，
你放弃对你来说非常重
要的活动， 断绝与亲朋
好友的来往； 对方瞧不
起你的观点和感受 ， 贬
低你的成就； 一旦惹他
不快， 他会冲你放狠话
或躲到一旁生闷气； 你
变得说话小心翼翼 ， 如
履薄冰， 深怕一句不慎
惹他动怒； 他说翻脸就
翻脸， 让你无所适从。

两性相处有六种暴力危险信号
健康时报记者 刘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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