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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甲状腺疾病的治疗，绕
不开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简称：成医附二院·416医院）。
这所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

北四段4号的大型公立三甲综合医
院，1993 年就成立了甲状腺疾病诊
疗中心，是国内第一个以核医学为
特色的甲状腺疾病诊疗中心，20 余
年来治疗甲状腺疾病患者超29万。

2015 年，核医学科、内分泌科、
普外科、眼科、儿科、超声科6大科室
合力建立甲状腺疾病 MDT 诊疗中
心，为甲状腺疾病患者提供个体化、
一站式专业服务。今年，医院还建
成了以甲状腺疾病治疗为特色的新
院区，届时可以服务更多患者。

甲状腺疾病高发
或与精神压力过大有关
说起甲状腺疾病，有些人首先

想到的是“大脖子”病：眼睛凸、脖
子粗。这种认识抓住了甲亢患者的
典型特征，但脖子粗不一定是甲亢，
事实上，过去我们俗称的“大脖子”
病更多是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这
种疾病是由于微量元素碘不足导致
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甲亢或甲
减，我国在 90年代开始推行加碘
盐，有效降低了地方性甲状腺肿发
病率。

经过近30年全民补碘，我国已
进入碘充足时代，也就是说对于非
甲亢人群，正常食用加碘盐即可防
止碘不足。但是不是吃了加碘盐，
甲状腺疾病就消失了？成医附二
院·416医院核医学科医生史育红表
示，并没有。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
现在广泛开展了甲状腺自身抗体筛
查，越来越多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炎患者被诊断出来，现在我们所说
的甲亢甲减，绝大多数就是由于自
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导致的。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近2亿
甲状腺疾病患者，当前甲亢甲减的
病因以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居
多。“一般认为它的发生是以遗传因
素占主导，然后碘过多或过少、精神
压力过大、内分泌系统发生改变等
内外环境刺激都可以诱发疾病。”史
育红说。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以遗
传因素占主导，目前是医学无法
解决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认为是
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或监
测。医生发现，很多甲状腺疾病患
者，往往忽略了这种病是需要长期
治疗并定期复查的现实，当身体指
标恢复正常后，迫不及待停药，甚
至不再复查。她提醒，这种做法显
然是错误的，例如甲减患者是机体
生产能力不足，服药是个补充。停
药相当于停止补充，当然就又出
现甲减。

六大学科聚集
甲状腺疾病治疗
在全国“名列前茅”

放射性碘131治疗甲亢，具有
安全、简便、经济、治愈率高的优点，
而成医附二院·416医院在使用放射
性碘131上已经相当成熟。

根据2010年“中华医学会核医
学分会”全国核医学普查结果显示：
全国采用碘131治疗甲亢患者的医
院中，开展最好的就是成医附二院·
416医院。

甲状腺疾病主要分为甲状腺炎
（自身免疫性或非自身免疫性）、甲
状腺功能障碍（甲亢或甲减）、甲状
腺占位（良性结节或甲癌）等，同时，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还可能出现
其他器官的异常，最常见的是甲状
腺相关眼病如突眼、甲状腺相关皮
肤病如胫前粘液性水肿等。

2015年医学进入精准医疗时

代，为患者提供个体化、专业化、一
站式服务是社会对医疗服务机构的
基本要求，尤其是甲状腺疾病具有
临床表现多样，罹患人群年龄跨度
大，首诊科室多的特点，因此医院建
立了包括核医学科、内分泌科、普外
科、眼科、儿科、超声科等6大相关科
室在内的甲状腺疾病多学科诊治中
心，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生
活质量诉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治
疗方案。

成医附二院·416医院
“甲状腺疾病多学科诊疗中心”

相关科室

核医学科：科室带头人史育红，
主任医师，从事甲状腺相关疾病诊
疗和核医学影像诊断20余年，对甲
状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内分泌科：科室主任万明，从事
内科临床工作20余年，对甲亢、糖尿
病、骨质疏松等内分泌相关疾病有
一定造诣。

普外科：科室主任刘伟，主任医
师，对颈部无痕经内镜甲状腺切除
术、甲状腺肿块穿刺微波消融术有
独到见解。

眼科：科室主任江文，从事眼科
专业30余年，具有精湛的医疗技术
和丰富的的临床工作经验，尤其擅
长甲状腺相关眼病、白内障、青光眼
的手术治疗。

儿科：擅长对儿童甲状腺疾病
的诊治。

六大科室聚集 形成多学科诊治中心

成医附二院·416医院
为甲状腺疾病患者提供专业服务

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8月27日，由成都市第一人
民医院托管的德格县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正式

开科运行，这是截至目前甘孜州县
级医院中唯一的 ICU，填补德格县
没有重症医学科空白的同时，为全
县一镇25乡的百姓患者提供了更好
的医疗救护和安全保障。

9月18日，成都市一医院院长赵
聪一行抵达德格县开展精准扶贫督导
相关工作，为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精准扶贫帮扶医院”挂牌，同时代表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向德格县人民
医院捐赠健康扶贫资金20万元。

依托成都市一医院
德格重症监护水平迈上新台阶

德格县平均海拔4235米，地理
位置偏僻，当地居民进出县城极其
不易，危重病人需要前往600公里
外的康定就医，一路上困难重重，给
患者本人以及其家庭带来的经济负
担和精神压力更是难以估量。

为了让危急重症患者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水平服
务。德格县人民医院经过多年精心
筹备，在成都市一医院的大力扶持
和技术指导下，成立了当地首个重
症医学科。成都市一医院派驻德格
县人民医院的院长陈航表示，这个
重症医学科科室设备齐全，配置了
呼吸机、床旁心电监护仪、除颤仪、
心肺复苏机、心电图机、血气分析生
化仪、亚低温治疗仪等一系列先进
的仪器设备。并拥有具备重症专科
技能的医生3人，护师2人，护士3
人，能够承担德格县及周边高原地
区居民的各种危急重症的诊断、评
估及抢救任务，也为医院开展大型、
高危手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全方位为县区百姓
带去优质医疗条件与服务

自德格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正式运行以来，成都市一医院

“传帮带-师带徒”工程也随即启动，
既是“精准扶贫、医疗扶贫”的落地
实施，同时也是将更好的医疗技术
传道受业解惑于县区人民。不仅在

德格县人民医院建立重症医学科
（ICU），更是将医疗技术水平授之于
德格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全方位地
为县区百姓带去优质的医疗条件与
服务。

德格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
医生何雪梅表示，成都市一医院的

“传帮带”为德格县人民医院的医生
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同行的
窗户。老师们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各
个科室，熟悉工作、了解本地医疗情
况、了解科室的基本情况。通过每
个科室的弱点和短板，制定个性化
带徒计划。

成都市一医院将持续给予德格
县人民医院全方位支持。通过输出
品牌、管理、技术和优秀团队，延伸
优质医疗资源价值链条，积极探索
最佳的管理模式、最优的资源配置
和最好的服务质量，打造资源、技
术、利益充分共享、共赢的医疗协作
新格局。

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为藏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德格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
开科运行，节省了许多危急病重患
者向康定转诊的中间环节，赢得宝

贵的抢救时间，大大提高了患者的
救治成功率，全面提升了全县整体
医疗技术水平，同时为患者减轻了
经济负担。未来全体科室人员将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用
精湛的医疗技术、细心的护理服务，
为藏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很有
信心和底气将德格县人民医院打造
成为甘孜州具有影响力的县医院。”
陈航表示，来到德格县医院，为他们
注入了一套全新的管理理念，在医
院范围内让各个科室在传帮带的帮
助和指导下开展新技术、公平公开
启动各个临床科室的重点学科打造
等各项工作。

赵聪指出，成都市一医院一直
把“彰显公益，提升质量，改进服务”
作为中心工作，努力让医院改革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这既是践行

“健康四川”战略的一次新探索，又
是区域医疗资源协作的一次新突
破。自2017年12月底与德格县人
民医院签订托管协议以来，医院分
批派出了40余名管理骨干、临床专
家和帮扶队员到德格县开展帮扶工
作，经过双方的不断努力，德格县人
民医院诊疗技术水平、急诊急救能
力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

填补重症医学领域空白 捍卫生命防线

成都市一医院彰显公益
助力德格县“健康航母”启航

“精准扶贫帮扶医院”挂牌及捐赠仪式现场。

坚守类风湿诊疗一线20余年寻找疾病蛛丝马迹

成都风湿医院张政：
拉近医患的距离靠沟通

从小性格内向，却因为医生这份职业而改

变自己的性格，从而开始学会表达、学习沟

通，这是成都风湿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政医生

对自己的描述。他介绍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

其复杂性，治疗方法也因人而异，不少患者都需要

终身和疾病做斗争。即使是同样的疾病，有时也

会因为患者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药物和诊疗方

案。虽然有一部分患者通过一定的治疗后病情逐

渐稳定，可以适当间断性停药或减药。但因为针

对治疗有一定的个体差异，所以这个疾病需要长

期坚持治疗。因此，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在获取

正确的疾病信息后，需要接受更加专业的治疗，最

好寻找一位能够长期帮助治疗和值得信任的医

生，这样才不会受到错误信息的左右，有任何问题

与医生及时沟通；医生也能随时跟进病人的用药

反应，根据病人的情况随时调整治疗方案，通过长

期有效的专心治疗，完全能够达到良好的预后。

听到“风湿”，大家首先想起
的症状都是关节疼痛或关节变
形。但“风湿”并不只是关节症
状，很多人对于风湿免疫性疾病
缺乏认知，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
患的是风湿病，导致关节出现变
形或是软骨被破坏后才前往医院
看病。

前段时间，30多岁来自乐山
的王女士找张政医生看病，在这
之前，她一直将自己的类风湿性
关节炎当作痛风来治疗。“身边
的朋友们都说她是痛风，每次在
她痛得难以忍受时，我就给她买
点止痛药。”王女士老公告诉张
政医生，每次还会买些碳酸氢钠
吃，或是输个液，稍微有所缓解
就不了了之，这样疼痛反复发作
已有一年半时间。

第一次来看诊时，王女士因
为关节疼痛，走路都困难。她的

手指关节上长了很多包块，她和
老公都认为那是痛风石。张政仔
细检查症状后，为王女士夫妇做
分析：“痛风石摸上去是硬的，并
且皮下可以看到泛白，而王女士
这些包块都是柔软的，说明里面
都是液体，由于患类风湿性关节
炎而导致的关节滑膜炎症，引起
的关节肿胀。”

王女士老公听完张政的分
析后特别惊讶，连连表示不相
信。但在血液、关节液、类风湿
因子和核磁共振检查数据都确
诊王女士所患的正是类风湿性
关节炎，并且已经破坏了骨质。
根据她的病情，张政医生采取了
相应的治疗方案。在系统治疗
过程中，她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但因为类风湿药物的反
应，她掉头发特别厉害，张医生
知道这种情况后，马上根据她的

情况，及时为她调整了用药方
案。现在，王女士的炎症已经很
少发生。

“当一个病人对医生信任后，
我们会很耐心的观察病人的用药
治疗情况。有时候不是调整药
物，就是一句简单安慰的话语，病
人都会感觉很温暖。”张政说，很
多患者四处求医，但病情始终得
不到缓解。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
意识到，其实并不是看的医生多
就能治好，而是根本都没有对
症。现代医学已经查明了类风湿
性关节炎的本质是免疫异常，但
是遗憾的是类风湿关节炎早期阶
段不少诊断都没有确定性的症
状。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痛风
在风湿免疫性疾病中患病人群比
例比较高，但症状表现完全不同，
对于经验丰富的张主任来说，当
场就分辨出了其真正的病症。

寻找疾病蛛丝马迹
以专业知识
判断病症防误诊

“作为医生，当然希望每一位患者
都能康复。”张政表示，类风湿性关节
炎的治疗千差万别，医生诊疗不仅要
有专业知识，更要有丰富的经验，需要
结合每一位患者的症状进行针对性治
疗。而且即使是同一患者，也要随着
症状的变化，改变用药和其它治疗方
案。为了确立治疗方针，掌握疾病的
发展程度和炎症程度非常重要。所以
医生就要像侦探一样，寻找疾病的所
有蛛丝马迹，根据患者的病情、炎症和
关节破坏情况来制订治疗方案，也要
在定期复查中根据病情的变化来更改
治疗方案。

张政常能通过病人无意间的一句
话，即刻联想到风湿免疫性疾病中的
某个或某类典型症状。很多来看诊的
患者，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关注到疾病
的症状细节而被误诊为类风湿。“不少
关节疼痛的病人，只是单纯的疼痛，并
没有出现关节红肿的现象。有些病人
会晨僵，但需要了解晨僵时间、活动后
是否缓解等情况。”张主任表示，从这
些细节中可以更多了解疾病信息，往
往有些症状检查报告里面的类风湿因
子呈阳性，但因没有核实具体症状，常
常就会被误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

“前段时间有位来自重庆的病人，
在其它医院被诊断为患上类风湿性关
节炎，治疗一段时间后发现不对。后来
找到我，我当即就判断出，他只是由颈
椎病引起的关节疼痛，而不是类风湿性
关节炎。”张主任说，因为他的关节只有
在按住时才会疼痛，同时还与他核实了
是否有手麻、手胀、晨僵的情况，这才做
出综合判断。“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一
定要注意到自己什么关节出现什么症
状，什么时间感受到症状，症状大致什
么时间出现，症状持续多久，是否有倦
怠感、发热、食欲缺乏等关节以外的症
状，患者的自觉症状也是诊断的关键。”

类风湿是发病病因至今未明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与遗传、生活
环境等都有一定关系，但最根本
的原因是自身的免疫性功能紊乱
导致，一般女性偏多，占 70%左
右。

来自龙泉的钟女士患类风湿
性关节炎3年，全身多关节疼痛，
关节有大量积液，行动多有不便，
双肘关节只能保持弯曲，无法伸
直。3年间，钟女士求医无数，中
药、西药、连道听途说的偏方秘方
都试过了，最后通过朋友介绍找
到张政。

“她很特殊，因为她看的医生
多了，吃的药多了，久病成医，我
说什么她都懂。”张政回忆道，因
为各种治疗都没有达到钟女士想

要的治疗效果，因此她对医生产
生了本能的质疑，总觉得吃的药、
用的治疗都是一样的，肯定也没
什么效果。张政通过检查结果，
用了一个小时为钟女士悉心讲解
关节情况，并拿出以往相似的病
例为她做类比，耐心地告诉她治
疗后可能达到的预期。

“与病人建立信任感，给予
病人以信心，是治疗疾病的关
键。‘偶尔治愈，常常舒缓，时时
安慰’，这是美国19世纪的医生
爱德华·特鲁多留给我们的座右
铭。医生最害怕的是病人自暴
自弃，放弃治疗。所以我们要做
的是，好好释除患者的疑虑，和
病人一起走过治疗疾病的道
路。”张政表示，类风湿性关节炎

病情多是长期反复，病情会表现
出时好时坏，这很容易让患者焦
虑悲观。患者心中其实有很多
关于疾病的想法要与医生进行
沟通，所以医生首先是要用专业
知识打消病人的疑虑，让患者充
分理解自己的疾病并信任医
生。对钟女士的治疗，张政采用
了通过局部关节治疗和关节
PRP治疗，在抗炎的同时控制住
症状，再清除关节积液和局部炎
性介质，修复被破坏的骨质和软
骨。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治疗
后，钟女士的病情慢慢地得到了
明显缓解，双手也能伸直，这是
张政医生最乐于看到的情形：

“每次她前来复诊，看到他们夫
妇的笑容，我自己也很开心。”

一眼分辨类风湿 为“痛风”女患者对症施治

与病人耐心沟通 对症治疗明显缓解病痛

成都风湿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