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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2021年4月18日 星期日 广告

近日，宁大附院接收了一位
脚底长痣的患者，让患者百思不
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不起眼的小
痣竟然在短短5个月内演变成了
恶性肿瘤。

今年40岁的白领刘女士脚
底有芝麻大小的痣，40年来一直
好好的，但几个月前竟一点点长
大，5个月的时间快速“膨胀”到
了直径约1.9厘米大小，颜色也
开始加深且不均匀，表面变得干
糙起来。感觉脚底有点痒或不
舒服的时候，刘女士便会抠挖长
痣的地方来止痒，有时候会出
水、出血。直到最近，刘女士经
常感到黑痣那里隐隐作痛，这才
意识到这颗痣可能不太正常，于
是来到了宁大附院就诊。

宁大附院执行院长、皮肤科

专家许素玲教授为刘女士做了
皮肤镜的检查，初步认定这颗

“膨胀”的痣可能是恶性黑色素
瘤，立即安排她入院做切除手
术。通过病理切片确诊刘女士
脚底的痣是恶性程度挺高的恶
性黑色素瘤，医生扩大范围切除
了这颗疯狂生长的痣，并对前哨
淋巴结进行了活检，同时做了
PET-CT,所幸没有转移。

虽然如此，医生对刘女士的
病情并不乐观。“虽然没有转移，
但后期不排除有复发的可能，人
体黑色素聚集的地方，如乳头、
眼睛都可能是黑色素瘤复发的
目标。”许素玲教授说。

见习记者 任诗妤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朱依琼

“在新冠疫苗面向普通市民
开放接种以后，我们对系统进行
了优化升级，宁波日均接种新冠
疫苗 8 万剂次，单日最高接种
15.4万剂次。如果出现接种人数
众多或者断网等因素导致主系统
崩溃，我们还能马上启动应急系
统。”新冠疫苗接种系统开发团队
负责人杨雄介绍，这套为疫苗接
种独立开发的系统有PC端和手
机端，所有数据都是全链路加密
传输。当需要快速建立起方舱或
者临时接种点的时候，医生只要
带上接种设备、疫苗和一台手机
就能开展工作，不需要再搭建网
络，也不需要带电脑或打印机。
接种完成后，在“浙里办”宁波预

防接种应用里面就可以查看电子
接种凭证。接种的实时数据在后
台会自动生成报表，全市各区县
（市）接种了多少人？多少人打了
第一针剂？一目了然。“系统还有
智能催种功能，比如有市民登记
后迟迟没去接种，系统机器人就
会打电话提醒。”

杨雄表示，为了实现“最多跑
一次”，该套系统正在进行进一步
优化，即将开启智能化预检功能，

“市民在手机上登记信息、自动建
档的时候，系统就会根据他的病
史、健康状况进行提醒，如果是暂
缓接种、禁忌接种，就不用白跑一
趟了。” 记者 孙美星

见习记者 虞颖灵 文/摄

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
都有几颗黑色的痣，有的暴露在
四肢、面颈处，有的隐藏在衣物
之下，多数情况下，这些痣和我
们相安无事，然而其中也有可能
演变成恶性肿瘤。究竟哪些痣
要引起重视？

许素玲教授介绍，一般的黑
痣，又称色素痣，是痣细胞增生并
产生黑色素所致，而恶性黑色素
瘤是皮肤恶性肿瘤中恶性程度最
高的，有报道称，50%的恶性黑色
素瘤继发于色素痣，也可基于外
观正常皮肤。很多人缺乏对恶性
黑色素瘤的正确认识，误以为是
普通黑痣，导致了恶变的加速。

“如果遇到个别色素痣突然
迅速扩大，颜色加深发亮，周围
有炎症性红晕，表面溃破、出血、
结痂，伴有疼痛或瘙痒，周围出
现卫星状痣，附近淋巴结肿大，
就应提高警惕，考虑色素痣恶

变。”许素玲教授提醒，一般来
说，色素痣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如果 30 岁以上特别是中老年人
突然出现色素痣，就可能有危险
性；除年龄外，还有位于面颈部、
手足底部、生殖器附近的色素痣
也要注意，因为长期受到摩擦刺
激也较容易发生恶变；有的人在
手指足趾甲板下方出现一条或
多条纵行的黑褐色条纹，又称甲
母痣，在浸水、外伤、摩擦、感染
后也容易出现恶变。

受到黑痣影响美观的困扰，
不少人会选择激光或冷冻点痣，
甚至到非医疗机构化学点痣。
对此许素玲教授建议，如果是 1
毫米以上的痣不建议进行激光
或冷冻处理，更反对化学点痣。
以上方法不但存在风险，且均不
容易根除色素痣，反而容易使痣
受到反复刺激增加恶变几率，建
议尽量选择手术切除。

“以前接种一个人所花的时间
现在能接种三个人”
独立的新冠疫苗接种系统让接种更高效

普通人群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中。记者
了解到，我市日均接种
新冠疫苗数量已经达
到8万剂次。疫苗的有
序接种离不开高效率
的接种系统支撑，这个
系统是如何运转的？
记者专程前往一探究
竟。

近日，张大爷一早来到位于
奉化体育馆的方舱接种点，已经
有几十个人在排队了，大家都扫
了现场的二维码后登记信息、现
场预约，而张大爷不慌不忙地拿
出自己的手机直接“亮”给了医
生，顺利完成了接种。

原来，手机里面有一个张大
爷的接种信息二维码，他不会手
机操作，他女儿在家里提前从“浙
里办”进入新冠疫苗接种系统，为
他登记信息进行了预约，保存好
截图后，张大爷直接带过来就可
以接种疫苗了。

随着普通人群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的推进，对信息化系统也提
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市运行的
新冠疫苗接种系统，全面覆盖目
前新冠疫苗预防接种各项管理业
务，而且实现业务数据从采集、存
储、查询、分析到监督管理各个环
节的有效管理；业务操作允许批
量进行。支持分级查询、分级监
督。

严家燕是北仑区大碶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科的接种医
生，当市民来接种的时候，她只要
用自己的手机钉钉进入新冠疫苗

接种系统，扫一扫接种人的二维
码截图，就能快速看到接种人的
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再扫一扫
疫苗的外包装，疫苗的基本信息
（包括名称、批次、批号、剂量），就
与接种人信息直接绑定并自动提
交后台，不需要手动输入或事后
统计。严医生说，这不仅提高了
接种效率，还能方便日后追溯查
询。“用这套系统打新冠疫苗，查
验的速度快很多，以前接种一个
人所花的时间现在能接种三个
人。”严医生说，这套系统在日常
疫苗库存管理中也大有用处。

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也能顺利接种

信息化系统让接种效率提高了3倍

优化升级后系统还有智能催种功能

脚底黑痣突然长大
一查竟是恶性肿瘤
注意！这类痣需要特别当心！

●相关链接 哪些痣要特别当心？

大乐透第21042期：
09 15 20 23 29 04 05
20选5第21097期：
08 14 15 17 18
排列5第21097期：8 1 6 6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2021042期：4 5 3 0 4 3 龙
15选5第2021097期：01 03 07 10 15
3D第2021097期：1 6 8
快乐8第2021097期：
02 07 08 15 19 26 27 37 38 43
49 57 59 60 66 67 68 69 73 74

福彩开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