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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9 月

9 日 14 点，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院长杨斌开具了国家 1 类新药欣比

克·本维莫德乳膏

（曾用名“苯烯莫德

乳膏”）

的广州首张处方。 这意味着本

维莫德“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成果实现了成功转化和落地。

“你的皮肤不是十分敏感，可以尝

试一下外用药膏加上系统用药进行治

疗。 ”在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杨

斌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谭先生建议。 据

悉，谭先生患银屑病已十多年，尝试过

许多治疗方法，多次复发。杨斌为他开

具了国家 1 类新药欣比克·本维莫德

乳膏的广州首张处方。杨斌表示，从银

屑病患者的意愿来讲， 都会更倾向于

选择外用药， 而且患者也会更倾向于

选择非激素用药，“银屑病有外用药和

系统用药， 银屑病目前想要彻底治愈

没有十分好的办法， 包括用系统的生

物制剂也没有办法彻底治好。 ”

杨斌表示， 目前治疗银屑病的外

用药中， 主要分为激素类药物和非激

素类药物。 激素类药膏，虽然见效快，

但很容易复发，副作用也相对较大，特

别是对于大面积的患者， 如果反复用

可能有皮肤萎缩、毛细血管扩张、皮肤

变薄、皮肤出血等风险。除了激素类药

物，还有不含激素类的药物，然而在临

床观察上看，维持的效果并不太好，尤

其对于肥厚的皮损效果不理想。 本维

莫德给患者和医生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 这个新药作为一种治疗性芳香烃

受体调节剂， 是针对银屑病的发病通

路的靶向药，不含激素，从三期临床来

看，维持效果能达到 8~9 个月，在外用

药里优势比较明显。“当然，用药还要

衡量患者的病情和经济状况来使用。”

杨斌表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余

广彪 杨森）

日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病理科成为华南地区首家 CNAS 认

可病理实验室。 今后，该院病理科出示

的报告可实现国际范围内检查结果互

认。

据悉，CNAS 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China National Accredita－

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的英文缩写，是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按照国际标准和规则批准设

立并授权的国家认可机构，统一负责对

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等相关机

构的认可工作。

与国外同行相比， 目前国内病理

学科的发展仍存差距， 尤其表现在病

理诊断的规范化、 人员培训及质量控

制与管理等方面。 近年来， 国家“十

三五” 卫生与健康规划对提高医疗质

量安全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病理科

的医疗质量管理朝着更规范化、 标准

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也是势在必

行。 自 2008 年起， 在国外先进病理同

行中广泛应用的 CNAS 认可开始在国

内推行， 迄今已有 8 家大型医院病理

科通过 CNAS 认可， 已被证实是指导

病理科质量管理建设行之有效的科学

体系和评价工具， 在国际认可活动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山大学肿瘤

防治中心病理科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

成为华南地区首家 CNAS 认可病理实

验室。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杜祥教授介绍，CNAS 认可

对医学实验室的组织管理、 人员资质、

空间环境、检验过程等有着极为严格的

审查标准，通过 CNAS 认可意味病理科

具备按国际认可准则展开检查的技术

能力及诊断水平，也意味着病理报告的

授权签字人所出具的报告具有权威性

和国际公信力，能够获得众多签署互认

协议方国家和地区认可机构

（共计近

80

个国家的

90

余个认可机构）

的承认，可

实现国际范围内检查结果互认。 能为患

者提供更精准、更高效、更具有同质性

的医疗服务，减少可能出现的医疗质量

风险。

据介绍，病理是一门介于基础医学

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病理医生主

要是借助于显微镜下观察及细胞分子

生物学检查方法去认识、分析和解读人

体疾病的本质及状态， 在疾病诊断、疾

病严重程度评估、治疗靶标检测、疗效

预测等方面提供核心信息和关键指标，

所以医学共识认为病理是疾病诊断的

“金标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宋易倩）

近日， 广东省委办公厅对

口帮扶的省定贫困村———清远英德市

九龙镇河头村的贫困村民许国红终于

康复出院， 曾困扰了他十数年的癫痫

被治愈， 可重新步入正常的工作生活

中。 而他的康复，是得到了省委办公厅

领导和驻村帮扶干部、 广州市惠爱医

院

（广州市脑科医院 ）

、热心企业和个

人的无私帮助而获得。

驻村工作队家访了解到患者信息

今年春节期间， 在顺德一家餐厅

当厨师的许国红回到老家， 省委办公

厅驻村帮扶工作队干部抓住机会上门

家访， 了解到了他的情况———早年因

患癫痫而离异， 独自抚养两个正在上

小学的孩子，癫痫更在近期不断加重，

即使是不发作的时候， 手也是不停颤

抖，这影响了他的工作，更影响了他的

生活。

许国红的工作月收入4000多元，

每个月药费需要1000多元， 剩下的也

只能免强维持自己和两个小孩的正常

生活。 因此，虽然他也听说这个病在广

州能治疗，但一想到昂贵的治疗费用，

就不得不立即打消这个念头。

3月14日，驻村工作队干部陪同许

国红来到广州市惠爱医院， 该院神经

科郑东、秦明筠、张训3位教授联合会

诊后指出，他的病是难治性癫痫，药物

难以控制，必须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否

则病情还会加重。 然而初步估算手术

费用需近10万元， 即使算上医保报销

部分，也还需要6万~7万元，这对一个

贫困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而且，

许国红并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按照

政策规定， 有限的帮扶资金并不能用

在他的身上。

爱心人士、企业和医院倾力帮助

“许国红的病属于局灶性癫痫中

的颞叶癫痫，这种癫痫病因明确，切除

颅内异常放电位置病灶即可治愈，手

术后患者完全停止发作的概率达到

80%~90%。 ”秦明筠告诉记者，癫痫的

手术治疗最主要的是切除性手术，即

通过多种检查手段， 首先确定脑内引

起癫痫的病灶位置

（致痫区 ）

，然后手

术将致痫区切除。 通过详细检查，发现

许国红的癫痫发作是因左脑颞叶海马

硬化引起。

技术问题得以解决， 资金的筹备

成为最大问题。 省委办公厅驻村帮扶

干部黄江波对这个撑起两个孩子一片

天的家庭顶梁柱倾尽全力， 下定决心

要帮助他。 在他和工作队的努力下，爱

心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7月1日，碧桂

园集团广州区域党支部专门为许国红

捐献手术费用1万元；7月15日，深圳市

委办公厅信息处副处长褚黎鹏获悉相

关情况后，立即组织同学、朋友共同捐

款30800元；省委办公厅领导和同志们

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先后捐款近2万

元……广州市惠爱医院了解到许国红

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如果许国红前来

住院，除了爱心人士的捐赠以外，医疗

费用不足部分由医院减免。

术后简单康复即可正常工作生活

善款募捐的同时， 驻村帮扶工作

队也向每一个献爱心的人保证， 每一

分善款都不被滥用， 所有善款都直接

汇到医院的账户上。 7月30日，许国红

被送到惠爱医院住院治疗， 经过术前

评估和准备，于8月8日由该院秦明筠、

张训两位主任主刀进行了长达数小时

的癫痫病灶切除手术。 手术当天，帮扶

工作队派出黄江波、 刘拯两位同志赶

到医院在手术室外等候， 工作队队长

刘振隆也在村里焦灼地等候消息。 直

到许国红从手术室被推出来， 医生告

知大家手术非常成功时， 大家悬着的

心才安定下来。 手术后，许国红的癫痫

已彻底治愈了。

“许国红只需再服用一段时间的

药物巩固疗效。 他现在的身体情况，已

完全可以再度开始正常的工作生活。 ”

秦明筠告诉记者， 术后康复注意生活

规律、不要太累即可。

9月5日， 经过长达38天的住院治

疗，许国红终于痊愈出院。 前来接他出

院的驻村干部和家人送上绣着“百廿

载精诚， 橘井源香传妙手； 万千家惠

爱，杏林春暖见仁心”的锦旗，表达对

医护人员的感激。

扶贫干部、专家教授、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联动拯救贫困家庭顶梁柱

精准手术切除病灶治愈积年患者

本维莫德乳膏

广州首张处方开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病理科成华南首家CNAS认可病理科室

病理报告将可通用80个国家

病理专家集体会诊。 通讯员供图

驻村帮扶干部和患者家人向医

院送上锦旗。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