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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病理诊断结果是临床诊断中一锤定音的“金标准”。在方寸大小的病理切片中，读
懂每一个细胞的含义，病理医生也被称为“医生中的医生”。病理医生因为常常不直接
面对患者，他们的工作对大多数市民来说都十分神秘。从今天起，本报和宁波市临床病
理诊断中心联合推出“病理故事会”栏目，看病理医生如何抽丝剥茧，为患者辨别疾病
“真凶”
。

50 岁女士腋下长出乒乓球大小包块
病理医生追根溯源，
发现竟然和这个有关……

身上长了包块，很多人都会紧张。为各种包块判断性质，是病理医生的职责之一。宁波市
临床病理诊断中心细胞病理科主任潘登，有着 26 年临床病理诊断经验，他总是凭借自己的技
术，为患者的疾病“一锤定音”。

患者腋下长了个包块，多次检查并未发现肿瘤细胞
来自慈溪的一位 50 岁女士， 的淋巴转移灶，
医生为这位患者检
是潘登过去几年中印象最深的一
查了胃部和肺部，
也都没有问题。
位患者。
为了判断肿块的性质，接诊
这位患者因为腋下突然长了
医生让患者找到潘医生，做穿刺
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包块来求医， 检查。
这 个 年 纪 ，会 不 会 是 不 好 的 毛
“这个包块摸起来像良性
病？这位女士和家人都十分紧
的。”潘医生穿刺以后，马上做细
张。
胞病理检查，果然没有发现肿瘤
腋下部位的肿块，
又是女性患
细胞，但是炎症细胞很多。看到
者，
接诊医生首先怀疑的是乳腺疾
这里，潘医生凭经验判断，这很像
病。但乳腺的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 “猫抓病”
的症状。
问题。腋下包块多见于其他疾病
潘医生仔细追问患者的生活

潘登医生在看病理片。
潘登医生在看病理片
。记者 孙美星 摄

●链接

什么是猫抓病
猫抓病是由汉赛巴通体感染所致。其病
原体主要通过猫等家畜的接触或抓、咬破皮
肤所引起。典型临床特征为原发性皮肤损
害、淋巴结肿大，一般为良性自限性。但少数
患者可出现严重全身性损害，如肉芽肿性肝
炎、肝脾肿大、神经炎及脑膜脑炎等，整个病
程 1～4 个月。

史，发现这位女士是家庭主妇，平
时 没 有 不 良 嗜 好 ，不 抽 烟 不 喝
酒。但他询问这位患者有没有养
猫和养狗，患者本人一口否认，说
家里从来不养这种东西，线索到
这里又断了。
潘登又怀疑，会不会是结核
病灶特殊的感染。仔细查看涂
片，也没有发现任何诊断结核的
病理形态依据，询问病人平时并
无熬夜劳累，也没有低热盗汗等
症状。

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猫抓病
看着明明就像猫抓病，但患
被小猫的爪子轻轻地抓了一下。
者否认猫接触史。这患者腋下的 “刚出生的小猫，
爪子很小的，
也没
包块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的诊
怎么出血，
就破了一点点皮……”
断似乎陷入了僵局。
听到这里潘医生豁然开朗，
转机出现在患者和家属来取
这位患者果然患了猫抓病。
病理报告的那一天。潘登医生不
“很多人都觉得刚出生的小
死心，又仔细追问了患者的女儿， 猫非常干净，但其实它从母体里
她妈妈有没有跟猫狗接触过？
就带了很多的细菌，
‘ 猫抓病’的
这时患者女儿才想起来，
三个
患者是被猫抓伤以后手部感染，
月前，邻居家的老猫生了一窝小
细菌顺着淋巴回流先到肘部再到
猫，
她听说了就想让妈妈抱一只来
腋下，常常这些地方会形成大的
养。当时她妈妈帮着抱了一下，
手
炎症包块，对症治疗效果很好。”

找到病因后，对症治疗，这位女士
的包块两周后就消失了，家里人
也很开心。
从医 26 年，潘登医生和同事
们每年要一起诊断 13 万例细胞
病理样本，每年在穿刺门诊，他都
会碰到几个类似的猫抓病人。潘
医 生 提 醒 ，要 特 别 注 意 宠 物 卫
生，不要和宠物过分亲密接触，尤
其在春季等动物发情季节，要特
别注意与流浪猫狗保持距离。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谢鸣煕

闯禁、遮挡号牌
驾驶证被扣后仍上高速行驶
是什么让这名出租车司机如此
“拼命”
？

春运期间，
深夜的火车站依旧繁忙，不少到站的旅客也想方设法换乘其他交通
工具回家。然而，竟有出租车驾驶员利用旅客归心似箭的心理，无视法律法规，在
火车站附近肆意拼客、
议价，
在违法被查、
驾照被扣后仍不思悔改，
继续开车上了高
速公路。13 日，
高速交警向记者讲述了这么一个案子。

的哥驾照被扣后，竟继续拉着乘客上了高速
1 月 11 日晚上 11 点多，杭州火车
东站枢纽火车站，杭州铁路公安处交
警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
辆出租车无视道路尽头禁止右转的禁
令标志，快速驶入南面社会车辆行车
道。指挥室调取监控后发现，该出租
车车牌上好像蒙着一块布，没法看到
车牌号。
民警马上上前拦截，将驾驶员孙某
查获。铁证面前，孙某承认了其在杭州
火车东站枢纽二层平台道路上兜客、挑
客，且违反禁令标志、故意用毛巾遮挡
车牌以逃避处罚等违法事实。因此，民
警对孙某作出记 15 分，罚款 300 元的
处罚，并因孙某驾驶证被记满 12 分，当

场扣留了驾驶证，并告知其 15 日内至
大队违法处理窗口领取满分学习通知
书。
当时，民警再三向孙某强调，在驾
驶证扣留期间，不可驾驶机动车辆。孙
某也承诺，自己会通知其他同事前来挪
车，并保证已经吸取教训，绝对不会再
违法。
谁知，不久后，民警在监控中发现，
孙某竟无视劝诫，
自行驾车驶离了现场，
而且还顺路拉载了乘客离开。为避免孙
某再次交通违法引发危险，民警立即对
孙某所驾驶的出租车进行追踪，结果显
示，他载着乘客从彭埠高速收费站驶入
了杭甬高速，
朝宁波方向驶来。

两地警方协作，无证驾驶的出租车被拦截
杭州铁路交警支队立即与高
速交警宁波支队取得联系，通报
了这一情况。
12 日零时 42 分许，在路面巡
逻的高速交警章警官发现该出租
车的踪迹。章警官驾驶警车一路
尾随，并在察觉该出租车欲从宁
波鄞州（大朱家）出口处驶离高速
时，
抢先一步下了高速。
在收费站外广场，
章警官成功
将该出租车拦截。随后，
章警官对
司机孙某进行核查，
确认他于一小
时前在杭州东站因故意遮挡号牌
和违反禁令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
被记 15 分，
同时驾驶证也被扣留。
原来，孙某在杭州东站出发
平台排队等候时，遇到 3 名乘客上
车要去宁波。因为跑长途车赚得
多，他脑子一热，就直接在车道内
和乘客讲价，并谈妥了价格，750
元一趟不打表。之后，他放弃排

队，从出租车候客通道违反规定
右转出来，且为了防止自己的违
法行为被监控拍摄取证，他抱着
侥 幸 心 理 ，用 毛 巾 遮 挡 了 牌 照 。
殊不知这一行为正好被火车站监
控拍个正着，他也被杭州铁路公
安处交警支队处罚。
孙某说，他本来是答应了交
警，找代驾司机将车辆开走，但联
系了两个朋友未果后，看到车上
的宁波乘客，心里实在舍不得放
弃这么一单长途的活儿，于是，就
趁着交警去执勤的间隙，偷偷开
车出发了。
最终，章警官依法对孙某采
取了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要
求其 15 日内到高速交警队接受处
理。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章宁银 沈功波
韦士钊 谢尚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