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故事

■给您提个醒

������2018 春节假期刚过， 82 岁的尹协
鑫老人没能抗过病魔， 离开了挚爱他
的亲人们。 但让尹老的主治医生 、 鼓
楼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苗立云及
其团队没有想到的是， 1 个月后他们
收到了来自海外的 1 万美金汇款和
部分药物 ， 原来这是尹老的儿女专
门给予苗医生团队的捐款 ， 作为肺
癌的研究基金。

尹老的女儿说， 此举一是为了纪
念父亲曾勇敢地与肺癌作斗争； 二是
为了感谢鼓楼医院医护人员对父亲的
照护， 让父亲在生命最脆弱的时间里
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苗立云回忆说， 尹协鑫老人 2016
年确诊为肺癌。 由于子女都定居在国
外， 一直是老伴陪伴就诊。 让苗立云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尹老对医生的信任
和理解。 “治疗过程中， 患者和家属
一直都能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病情变化
以及疗效起伏。” 苗立云记得， 治疗过
程中， 他们曾改用分子靶向药物治疗
方案 ， 却出现了症状加重的情 况 ，
“遇到有些患者可能就要去投诉了， 但
尹老和他老伴以及子女却给予了更多
的理解和支持。”

苗立云说， 尹老虽然走了， 但整
个鼓楼医院都将记住这位特殊的患者，
这份深厚的医患情意和嘱托， 不仅温
暖了所有医护人员， 更将激励他们在
未来的从医路上不忘初心、 不断探索。

（《扬子晚报》 5.10，
柳辉艳、 于丹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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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喜欢孩子
才选择当儿科医生的。”

1991 年， 贺湘玲大学毕业
后被分配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担任
儿科医生， 从最初的小医生到今
天的儿科专家， 她一直都是小病
友及家属眼中最亲切的人 。 她
说： “我是喜欢孩子才选择当儿
科医生的 ， 能让孩子们好好长
大， 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是我最
大的幸福。”

7 年前， 患有高危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 3 岁女孩郑某 ，
在治疗中并发肺炎 、 败血症 ，
曾几度昏迷 、 休克 、 大出血 。
孩子妈妈常常以泪洗面。 对此，
贺湘玲给予了孩子及其母亲亲
人般的关怀 ， 为孩子制定了最
全面的化疗方案 、 药物支持和
细心护理 ， 医患共同度过了艰
难的 3 年治疗期 ， 现在孩子已
经康复上学。

为了更好地指导患儿在家
里的康复和生活， 10 年前， 贺
湘玲就建立了白血病患儿家长
QQ 群 ， 目前 成员已达到 426
人， 她坚持在业余时间义务为
患儿家长提供咨询服务 。 看到
孩子们一个个都在健康地成长、
快乐地上学 ， 看到一个个家庭

因自己的努力又能重新
过上幸福的生活 ， 贺湘
玲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只要有 1%的希望，
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贺湘玲常说： “只要有 1%
的希望， 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
力。” 为此， 她带领团队刻苦钻
研， 不断地学习国际国内的新技
术， 攻克难关， 努力提高恶性肿
瘤患儿的生存率。

来自永州的 3 岁女童段某
某， 因为左踝关节处红肿于当地
医院治疗， 但病情不断恶化， 转
至贺湘玲的科室后， 她查阅大量
资料， 组织多学科会诊后， 诊断
为横纹肌肉瘤， 虽然恶性程度很
高， 但贺湘玲经过全面评估， 确
定了精准的治疗方案， 治疗 6 个
月后， 患儿肿块完全消失。 而这
只是她治疗好的众多患儿中的典
型病例。 在贺湘玲带领的团队的
努力下， 5 年来治疗过的 300 余
例恶性肿瘤患儿中 ， 生存率达
80%，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

长眠在纽约东北部撒拉纳克
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
是去安慰。” 是医学界的至理名
言， 也是贺湘玲的座右铭。

2012 年 10 月初， 5 岁的小
泽被确诊为纵隔恶性侵袭性肿瘤
并广泛转移。 当小泽住进贺湘玲
的科室后， 近 10 个月的朝夕相

处， 让小泽对 “贺妈妈” 有了深
深的依恋。 2013 年 7 月 6 日， 去
广州治疗不久的小泽生命垂危 ，
向妈妈提出要回湖南省人民医院
儿童血液肿瘤科这个 “家 ”， 一
定要见到 “贺妈妈 ”。 在连夜赶
往长沙的途中 ， 孩子不停地问 ：
“到哪了？” “离人民医院还有多
远？” 当达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时，
马上就要见到 “贺妈妈” 的小泽
弱弱地说了一句： “妈妈， 我们
回家了”。

尽管小泽最后还是离开了人
世， 但小泽妈妈在给贺湘玲的短
信中这样写到： “您和您的医疗
团队给了小泽无限的爱和温馨 ，
虽重病在身， 但他过得开心快乐，
谢谢您给了他这个家 ！” 看到短
信， 贺湘玲忍不住泪如雨下。

由于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一
直位居儿童恶性肿瘤首位， 为了
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能来帮助这些
患儿， 2009 年 12 月， 贺湘玲与香
港的生命小战士会取得联系， 成
立了 “湖南生命小战士会” 并担
任主席。 目前 “小战士会” 已有
成员 300 余人， 她经常组织该会
成员开展各种联谊、 募捐、 国际
国内的交流活动， 为新患病的孩
子和家庭提供心理和精神帮助 ，
为贫困儿童申请红十字会基金援
助， 迄今为止共为贫困患儿救助
捐款达 40 多万元， 患儿、 家长在
这个组织中获得了巨大的帮助。

（湖南省卫生工会 供稿）

———记湖南省人民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病专家贺湘玲

������从最初的失眠、 厌学， 到与
家长对打、 跳河， 15 岁的初三
考生贝贝让父母操碎了心。 这样
的孩子绝不是个例， 临近中考，
杭师大附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联合门诊， 来了不少脾气暴躁的
孩子。 让人意外的是， 这些孩子
平时成绩还不错， 因为自我要求
过高， 反而走了极端。

“从初三上学期末开始， 她就
断断续续不愿去上学了。” 贝贝妈
妈说， 每天早上， 孩子不愿起床，
她只得反复催促， “这倒更让女儿
厌烦了， 激动起来， 会和我们对
骂、 对打， 还有过跳楼和跳河的行

为。”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联合门
诊主任医师方妍彤一问， 原来早一
段时间开始， 贝贝就出现了睡眠
差、 胃口差、 脾气差的症状， 而且
失去了生活和学习的目标。

“支开了妈妈， 贝贝和我敞
开心扉， 原来临近中考， 她压力
很大， 加上初三又换了一位严厉
的老师， 导致她紧张过度， 因此
变得烦躁不安。” 方妍彤表示 ，
像贝贝这样的孩子， 最近门诊接
连来了好几位。 方妍彤发现， 因
考试紧张而产生厌学情绪的孩子
并不少见，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
是自我要求太高或学习期望过

高， 从而导致心理障碍。
“中高考临近时， 考试紧张给

孩子造成的心理障碍不容忽视。”
方妍彤说， 这些孩子会出现反复
检查物品、 书籍的行为， 不愿出门
见人， 尤其不愿意见那些过去熟
悉或对自己有过好评的人。 方妍
彤说 ， 一旦孩子出现茶饭不思 、
懒惰贪睡， 对日常事情失去兴趣，
情绪低落等症状， 则表明孩子的
压力过大， 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及
时做出调整， 必要时寻求专业心
理医生的帮助。

（《杭州日报》 5.15，
柴悦颖、 王回南 /文）

������反复腰背疼痛， 走路起床都吃力，
一直以为是上了年纪的缘故 。 近日 ，
孙老先生到医院看诊， 才知道自己不
是腰疾， 而是患上了帕金森症。

70 岁的孙老先生家住武汉汉口 ，
从去年 5 月开始， 他的腰背反复疼痛，
时好时坏， 白天起床和夜晚入睡时疼
痛格外明显。 以为是上了年纪， 身体
各项机能衰退， 孙老先生并没太放在
心上。 然而， 最近两三个月， 疼痛愈
演愈烈 ， 连弯腰走路都变得很吃力 ，
经常踉踉跄跄站不稳。 早上起来， 老
伴总是抱怨他晚上睡觉不老实， 一晚
上要被他用脚踹醒好几次， 可孙老先
生完全不记得夜里发生的事 。 于是 ，
他赶到武汉市第一医院疼痛科就诊 ，
通过检查发现， 其腰背部疼痛并非是
腰疾所致， 而是帕金森症引起的。

“很多人认为手抖才是帕金森病，
这是个误区。” 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
科帕金森学组组长张忠文指出， 门诊中
很多患者是 “强直性” 的， 压根不会出
现手抖。 很多帕金森病的患者会出现肌
强直， 所以常会感到腰背痛。 另外， 手
脚迟缓、 走路吃力， 睡觉不安分甚至拳
打脚踢等都是帕金森的早期症状。

（《武汉晚报》 5.10，
刘璇、 彭夏丽、 严睿 /文）

反复腰背痛
帕金森症“捣鬼”

患儿心中的“贺妈妈”
������26 年坚守临床一线， 用心治疗疾病， 用情帮
助患儿， 用爱抚慰心灵， 用行动把自己从“贺医
生” 变成了患儿心中的“贺妈妈”。 她就是 2017
年获得“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的
湖南省人民医院小儿血液肿瘤病专家、 主任医师
贺湘玲。

临近中考走极端 成绩好的孩子易中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