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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认识淋巴癌

市一院获得七项
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秦立红

淋巴癌也叫“淋巴瘤”，是原发于淋
巴结或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是我国常
见的十大恶性肿瘤之一。主要表现为无
痛性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全身各组织
器官均可受累，伴发热、盗汗、消瘦、瘙痒
等全身症状。其病因并不明确，一般认
为，可能和基因突变，以及病毒及其他病
原体感染、放射线、化学药物，合并自身
免疫病等有关。
由于淋巴瘤细胞侵犯部位及范围不
同，临床表现很不一致。但总的来说，有
以下三方面的表现：1.局部表现：
（1
）淋

巴结肿大：其特点是肿大
的淋巴结呈进行性、无痛
性，质硬，多可推动，早期
彼此不粘连，晚期则可融
合，抗炎、抗结核治疗无
效。（2
）淋巴结肿大引起局
部压迫症状：主要是指深
部淋巴结，如肿大的纵隔
淋巴结，压迫食道可引起
吞咽困难；压迫上腔静脉
引起上腔静脉综合症；压
迫气管导致咳嗽、胸闷、呼
吸困难及紫绀等。2.
全身症
状:
（1
）发热：热型多不规
则，多于 38-39°C之间，
部分病人可呈持续高热，
也可间歇低热。（2
）消瘦：
多数病人有体重减轻的表
现，在 6个月内减少原体重的 10%以
上。
（3
）盗汗：夜间或入睡后出汗。3.
结外
病变淋巴瘤可侵犯全身各组织器官。如
肝脾浸润引起肝牌肿大；胃肠道浸润引
起腹痛、腹胀、肠梗阻和出血；肺和胸膜
浸润引起咳嗽、胸腔积液；骨骼浸润引起
骨痛、病理性骨折；皮肤浸润引起皮肤搔
痒、皮下结节；扁桃体和口、鼻、咽部浸润
引起吞咽困难、鼻塞、鼻纽；神经系统浸
润引起脊髓压迫、颅神经病变等等。
临床上怀疑淋巴瘤时，可以做淋巴
结或其他受累组织或器官的病理切片检

查（活检）以确诊。
淋巴瘤具有高度异质性，故治疗上
也差别很大。淋巴瘤的治疗方法主要由
以下几种。1.
化学药物治疗：淋巴瘤化疗
多采用联合化疗，可以结合靶向治疗药
物和生物免疫治疗。2.
骨髓移植：对 60
岁以下患者，能耐受大剂量化疗的中高
危患者，可考虑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
植。部分复发或骨髓侵犯的年轻患者还
可考虑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3.
放射
治疗：某些类型的淋巴瘤早期可以单纯
放疗。放疗还可用于化疗后巩固治疗及
移植时辅助治疗。4.
手术治疗：仅限于活
组织检查或并发症处理；合并脾机能亢
进而无禁忌证，有切脾指征者可以切脾，
以提高血象，为以后化疗创造有利条件。
5.
中医中药对症支持治疗。
淋巴癌患者的日常护理需注意以下
几点：
1、放、化疗期间（1
）多休息，减少身
体消耗。
（2
）保证营养摄入，食物以清淡、
易消化、无刺激为宜。多饮水，每日饮水
2000－3000ml
。（3
）病室保护整洁，空
气流通。（4
）加强皮肤、口鼻及会阴部的
清洁，便后坐盆。（5
）监测体温，及早发
现感染征兆，如咽部不适，咳嗽等马上告
知医务人员。（6
）注意安全，避免外伤，
穿刺后延长按压时间至不出血为止。
（7
）
放疗照射区皮肤避免接触酒精、肥皂；外
出时注意保护皮肤，避免日光直接照射；

局部可涂抹婴儿护肤品或用新鲜芦荟破
开后外敷（皮肤有破口时不能用）；皮肤
有脱时不可能手撕剥。
2、日常生活（1
）休息与活动：保护
积极的心态，可适当参加社交活动及身
体锻炼，但应避免劳累；自我感觉不适
时，以卧床休息为主，坚持室内活动及床
上锻炼，防止发生肌肉萎缩及下肢静脉
血栓。（2
）饮食：注意饮食的合理搭配及
饮食均衡。营养原则为高热量、高蛋白、
高维生素、避免刺激性食物。（3
）服药与
就诊：遵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及化
疗。如出现发生、出血、肿块等不适时及
时随诊。
作者介绍

秦立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曾在肿瘤专
科医院从事肿瘤内科 20余年，在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内科学习深造 1
年。对淋巴瘤、肺癌、乳腺癌、大肠癌、
胃癌、妇科肿瘤等常见肿瘤的综合治
疗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在肿瘤
的化疗、生物及靶向治疗有深入的研
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 5篇。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一、周三和
周五全天

再见一院，祝愿医院明天更美好
长，女生虚 40年，男生达到 44周年。4、
他们全部都工作在医疗第一线上。5、这
批同志在我院 96年的光荣发展史中，
不离不弃地共同走完了漫长的 40多年
的人生道路。
回想起上世纪 70年代，正值轰轰
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医院的医生、护士及
医工大量下放到农村。当时全院工作人
员不足 300人，文革的乱像在医院还处
处可见，医生、护士、工人的工作职责没
有严格区分开。医院没有党委，没有院
长，工人宣传队领导一切。那时工宣队指
导员是医院党组织的最高体现，后来产
生的行政领导由革委会主任担任。
66年文革开始后，高中停办，大学
停招，三届生全部上山下乡。当时由于下
放的原因，一院医护人员奇缺。恰逢到了
197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突然被叫
停，常州卫生系统的几家医院，不可思议
地分配来我们这么一大批 70届初中毕
业生。我们来了，而且是在知识分子成堆
的大医院里上班。当时我们大多数人还
没有满 16周岁 （拿现在的标准来来看
属于童工），从此我们每个人都踏上了漫

我院 （市第一人民医院）
“70届同
所谓的“70届现象”
（事实上也包括在临
学”在医院工作已经 44周年，他们将在
床一线工作的部分 71届同学）。我个人
2014年底全部退休。我作为 70届的普
认为 70届现象的存在，是我院历史上
通一员，回顾过去思绪万千，真的有太多
独特的一种文化或组织现象。我归纳
太多话要说。在这儿谈一谈个人感悟， “70届现象”的特征有以下五点：1、有这
希望能得到我的 70届同学和医院新老
么一大批近 40位同志在 1970年同时
职工们的一点共鸣。
来到常州一院工作。2、他们工作时年龄
在常州一院的发展史里，客观存在
很小，学历很低。3、他们退休时工龄特

护 士日记

长艰辛的学医从医之路。风风雨雨几十
年，只是弹指一挥间。我们这批人通过组
织培养和自身努力，接受了各种不同方
式的培训，再上学或是自学成才等等，结
果 70届全都成为了医生、护士、麻醉
师、技师、药剂师等等。这批同志在医院
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里，发挥了生力军
的作用，阶段性地为医院发展作出了自
己毕生的努力。
“70届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历
史的产物，她不可复制，作为当事人的我
们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我们感到欣
慰的是 70届同学并没有自卑，都努力
了，也曾经拿起过医院建设发展的接力
棒，跑过一程路。我们为人师表、当过人
梯，有许多同志取得了一些成绩。
我们感恩医院，十分感谢几代院领
导的厚爱与栽培，万分留恋工作了一辈
子有着深厚感情的常州一院。时代洪流
滚滚向前，长江后浪推着前浪，一代更比
一代强。我们祝愿医院的明天更加美好！
更祝愿我们 70届的同志们身体健康，
安享晚年。
路和平

心 理解读

白衣天使的一天

心理健康促进的新方式：自我体验

常州一院内分泌科护士 黄萍

——
—访德安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 李洪建

洁白，是你的衣裳；微笑，是你的形象；奉献，是的你工作。白衣
天使,
你是健康的化身,
你是生命的希望！

那天早晨，与往常一般，走在上班路上。早上还是有些微凉，不
过，朝阳还是那么鲜亮：早上好，阳光！
换好洁白的工作服，眼角掠过桌面，有一盆植物，虽然叶纤根
细，可是生机盎然，绿意蕴染了一室，灰色土壤中斜斜地插着张粉
色的爱心卡，上面一行娟秀的字体：祝所有内分泌科护士节日快
乐。再看落款，是我们可爱的见习同学，自称六小龄童，因为她们一
行六人吧。顿时觉得很温暖，很温馨。看着这份绿色的心意，不禁回
想起四年前的我，带着新奇与茫然走进实习的科室，看到科室老师
娴熟地打针，和患者温馨地沟通相处，解决患者有关疾病的疑问，
讲解各种药物的作用，很是敬佩啊……我也想做到那样子的护理
人员！你们即将踏上与我们一样的道路，也是未来的新星，也许你
们肩负的担子会更烦重，更具细，但希望你们能拥有与现在一样的
心境，喜爱这份职业，关心自己的同事，一起奋斗，一起走下去。
今天照例有晨会，会上护士长很是开心，因为有人表扬了我们
的高护士。高洁，她总是面带微笑，似乎在她那里不曾有烦恼，不愉
快的事也能很快忘掉。不止一次听到患者表扬她动人的微笑，爽朗
的性格。她可以与患者打成一片，对待他们不卑不亢，与她相处的
患者情绪都不错。喜欢参加医院的文体活动，这让她显得更有活
力，她就如朝阳一般，照进患者抑郁的内心，温暖着他们，感染着他
们……
记得那天快下班了，有位病重的糖尿病高血糖高渗患者突发心
衰，
情况危急，
听到这一情况，
分管其他组的曹老师，
万老师纷纷加入
到抢救队伍中。上了一天的班，
已是很累，
很饿了，
本想着赶快下班回
家。可以见到可爱女儿的曹老师，
答应了很多次却一推再推要陪女儿
出去吃饭看电影的万老师，
似乎都忘记了她们与家人的约定，
一起在
抢救患者，
直到夕阳已落，
华灯已亮，
患者经过两三小时抢救需转入
I
CU
（重症监护病房）进一步治疗，
她们才洗手下班。走出医院大门，
夜风拂过鬓角，
不知家中小女儿是否在哭喊母亲，不知电影开场没？
还来得及么？她们的奉献，
其实每天都在上演，
很多的很多都是小事，
没有刻意去记住，
也没有刻意去提起，
在工作岗位上，
患者健康，
心满
意足矣。
我们的工作，外人看来，很轻松，内里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清
楚。无需让别人知道，当患者解除病痛，就是我们的成绩；不需要锦
旗，不需要表扬信，病人出院时满意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需要处理各种
各样的事情，有时候烦恼也会随之产生。有的
烦恼来自于客观情况，有的烦恼来自于主观思
想。如何自我调节，让自己更好的投入到工作
生活中去？带着这样的困惑，记者走进了德安
医院医学心理科李洪建主任的办公室，寻求促
进心理健康的好办法。
李主任说到：
“ 来我们这不光是治疗心理
问题，你的困惑、愿望都可以向我们诉说，现在
—自我体
有一种新的心理健康的促进方式——
验。”
李主任介绍说：
“来访者通过咨询来了解、
感受自己，通过与咨询师言语与非言语的互
动，更完整、清晰地认知、调节自己固有的观念
和行为模式。这是心理保健的新方式。”
“上周，一位 30多岁的男子走进我的办公
室。”李主任为我们描述了一位来访者进行自
我体验的例子，
“他的妻子是一位强势的女人，
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各方面都力求完美，总是
对他冷嘲热讽。尤其在亲密关系中，他的妻子
总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前提。作为丈夫的他
心理压力很大，在婚姻关系中得不到应有的尊
重。”李主任与他交流发现，他妻子的父亲从小
就对自己的女儿要求十分严格，父亲的影响根
深蒂固，让她认为只有强势面对一切，才有可
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从而影响现在的夫妻生
活。来访者通过对夫妻关系的再体验，领悟到

了问题解决的方向。
心理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只有从现实中获
取更多的体验，才不会被过去所牵制，才能收
获更多的感受。李主任认为，来访者需要通过
新的体验才能进步，体验得越深刻，自我力量
便越强大，直到能独立自由地处理好遇到的问
题，这即是自我体验的意义所在。
采访中，李主任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有些
行为模式会对我们的心身造成或多或少的伤
害，如果这些行为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影响
到自己，寻求自我体验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方
式。理解自己其实大部分靠他人，朋友间更多
的只是情感的安慰和支持，而心理咨询师能从
专业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我，更
高质量地生活。
李主任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自我体验的自
助方法：
冥想。安适地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通过
呼吸和身体，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自己
是独特的、有价值的。我们可以从宇宙间汲取
能量，也总是拥有选择和改变的可能，我们可
以允许自己去学习和尝试。
反省。把自己及自己的行为作为思考对象
进行反省，领悟自己的情绪、行为背后的原因。
觉察。对当下、此时此刻的人际关系敞开
心扉，摒弃好恶评价，注意自己原来注意不到
的方面。

专家链接
李洪建：常州市德安医院医学心理 科 副
主 任 ，中 德 高 级 精 神 分 析 治 疗 师 ，擅 长 精 神
分析取向的治疗。
市德安医院医学心理科，实行全开 放 式
管理，采用在临床药物治疗调整基础上，重
点突出心理治疗，充分了解病人的需求和内
心感受，进行个体心理治疗、行为训练、暗示

催 眠 、团 体 心 理 辅 导 等 ，打 开 病 人 的 心 灵 之
窗，努力帮助他们解决病痛背后深层的 心 理
问题，为他们送去阳光和健康。以收治 神 经
症 患 者 为 主 ，包 括 焦 虑 症 、疑 病 症 、强 迫 症 、
恐惧症和神经衰弱等，同时也收治早期 精 神
分 裂 症 、心 身 疾 病 、轻 性 抑 郁 症 、人 格 障 碍 、
网瘾等多种病种。

近日，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公布了
我省 2014年医学新技术引进评估结
果，市第一人民医院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6项。
市一院石亮荣等开展的《细胞因
子诱导的杀伤细胞在胃癌术后辅助
免疫治疗中的应用》获得省医学新技
术引进一等奖。裴红蕾等开展的《容
积调强放疗技术在鼻咽癌中的临床
应用》、王跃涛等开展的《门控心肌显
像 QGS相位分析技术评价左室机械

同步性及其临床应用》、史伟峰等开
展的《逆转录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快
速检测肠道病毒 71型感染》、孙克文
等申报的《高频微探头超声内镜在消
化道良恶性肿瘤内镜治疗术中的应
用》、王苏弘等开展的《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儿童认知损伤的多模态脑成像
技术的临床应用》、吴宝强等开展的
《Gl
i
s
s
on蒂横断联合选择性肝静脉
阻断技术在肝切除中的应用》分别获
得省医学新技术引进二等奖。王智刚

市儿童医院举办《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诊治新进展》省级继教班
6月 22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
主办的《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新进
展》省级继教班正式开班，吸引了江
苏省内的各市级医院及乡镇卫生院
120多名医护人员到场学习。市卫生
局助理调研员、科教处处长盛丽芳作
开班致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
院呼吸科许志飞教授、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赵德育教
授，以及常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儿
童呼吸系统疾病专家钱金强教授和
呼吸科主任熊建新等专家，分别结合
自己的学术研究及临床积累，为继教
班学员讲解了关于儿童睡眠医学、儿
童肺间质疾病、儿童用药安全性、过
敏性疾病患儿的特异性免疫治疗、哮
喘的气道炎症等方面知识。 孙佳慧

市一院获得一项省卫生计生委
2014年预防医学科研招标立项课题
近日，省卫生计生委下达 2014
年预防医学科研招标立项课题，市第
一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刘小明博士
申请的《HI
V感染在桥梁人群中的传
播模式和干预措施》获得立项。
该课题通过监测常见 STD
（性传
播疾病）病种的患者、同性恋者及其
性伴侣和密切接触人群中 HI
V的感
染率，评价不同 STD的病变及同性
恋者在艾滋病桥梁人群中传播 HI
V

（爱滋病病毒） 的几率；通过采用
CDC流行病学调研模式，探讨 HI
V
由经高危人群向桥梁人群，以及由桥
梁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的可能模式
和规律；通过分析比较桥梁人群感染
HI
V 风险，HI
V 的区域性传播模式
与流行趋势，针对性地提出阻断 HI
V
感染由高危人群向桥梁人群及一般
人群传播的策略和措施。
王智刚

市儿童医院举办
《儿科消化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6月 21日，常州市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 《儿科消化诊治新进展》学
习班，在市儿童医院顺利举行。学习
班由该院消化感染科副主任拾景梅
主持，副院长屠文娟致开幕词，来自
全市各级医院的儿科医护人员 100
余人参加学习。
本次学习班上，南京市儿童医院
消化科主任金玉、苏州市儿童医院消
化科主任武庆斌、常州市儿童医院副

院长钱金强和消化感染科副主任拾
景梅等专家，针对儿童自制力及自我
保护意识较差、消化系统屏障功能相
对薄弱以及遗传等因素的影响，容易
出现消化系统等疾病，紧紧围绕儿童
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的诊治作了
精彩的讲解。专家们把各自多年的临
床经验和科研成果与学员们分享，并
结合国际前沿进展，为学员们点拨诊
疗思路，使大家受益匪浅。 钱莉芬

二院举行医患沟通讲座
近期，由二院门诊部组织的以
“医患沟通，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窗口
服务技巧讲座在医院城中院区举行。
此次讲座邀请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门急诊部副主任、患者服务
中心主任顾继红担任主讲，工会主席
李春旻、门诊办公室主任许峻、药剂
科科长翁春梅、财务科副科长司小
平、门急诊科护士长林亚媛以及相关
门诊窗口工作人员集体参加了此次
讲座。
顾继红主任以著名医史学家西
格里斯的名言作为开场白，延伸到当

前严峻的医患关系，从而引出防范医
患纠纷的重要法宝 --医患沟通。她
指出，良好的医患沟通能保障患者的
医疗效果，提高患者满意度，提供优
质医疗服务，最终提升医院形象。顾
主任从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医患沟通
服务、医患沟通现状以及医患沟通小
贴士这四个方面为参会者进行了深
入透彻地讲授，帮助窗口工作人员提
高对医患沟通重要性的认识，并传授
了在实际工作中医患沟通服务方面
的一些技巧。
陈妍

市四院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今年 6月是全国第十三个“安全
生产月”，市四院开展以“强化红线意
识、促进安全发展”为主题的一系列
宣传教育活动。
本次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由医
院院长凌扬亲自带队，全院各职能科
室、临床各科积极参与，在紧扣主题
不变样的前提下，结合医院实际情况
开展了“五个一”活动，即组织一次应
急预案演练活动；开展一次安全生产
大检查活动；观看一次安全生产警示

预

片活动；组织一次安全生产现场会活
动；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金点子征集活
动。各项活动将持续整整一个月，目
前已征集金点子 5条。6月 19日下
午，医院 100多名管理干部、临床一
线员工、保卫科队伍成员一起观看了
安全生产警示片。一个个看似微不足
道的细节而引发的安全事故却是触
目惊心的，足以证明，安全生产无小
事，防微杜渐、警钟长鸣，预防为主，
恽小军
综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告

市中医院“冬病夏治”
特色门诊开始啦！
“冬病夏治”是中医传统治疗
以在夏季治疗冬病，往往可以达到
方法之一，以达到“未病先防”的作
最好的效果。
用，每到夏天，许多有慢性支气管
我市中医院开展“冬病夏治”专
炎、哮喘等疾病的人都会关注“冬
病门诊已有 20余年历史，开展的
病夏治”。从 7月 1日起，常州市中 “冬病夏治”专病疗法由于操作简
医医院“冬病夏治”特色诊疗服务
便，副作用少，疗效好，长期以来深
又要开诊了。
受病人的欢迎。该院针灸科、呼吸
夏至之后，便进入炎热的夏
内科、儿科、耳鼻喉科、眼科等科室
季。从中医理论讲，夏至是阳气最
针对患有急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颈
旺的时节，人体阳气也达到四季高
肩腰椎痛、风湿寒性关节痛、过敏性
峰，尤其是三伏天，气血趋于体表， 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冻疮等冬天易
皮肤松弛、毛孔张开，药物更容易
发或加重的慢性顽固性虚寒性疾病
渗透皮肤、刺激穴位直达病处，起
的成人或少儿，进行中药内服、穴位
到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功效。所
贴敷、针灸等“冬病夏治”特色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