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和職業教育

MSK 支持服务
本信息介绍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MSK) 为患者及其亲人提供的支持服务。
我们在曼哈顿和 MSK 的区域性医疗中心均可提供很多相关服务。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
致电了解更多信息。

牧师服务
212-639-5982
MSK 的牧师可以随时倾听您的心声、为您提供支持和祈祷，帮您联系社区神职人员或信
仰团体，或者作为您的同伴，为您带来精神上的慰藉。 不论您是何种宗教信仰，任何人
都可以请求获得精神支持。
Mary French Rockefeller All Faith 教堂位于 纪念医院 M106 室（靠近大厅）。 医院位
于约克大道 1275 号（东 67 大街和东 68 大街之间）。 All Faith 教堂每天 24 小时开放。
如果您有紧急情况，请致电 212-639-2000 联系医院接线员，请其帮您联系值班牧师。

临床遗传学服务
646-888-4050
基因可能会增加我们罹患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 如果您有癌症家族史，MSK 的临床遗传
学服务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疾病风险。 临床遗传学服务提供遗传咨询和检测，可以帮助
您做出明智的医疗决策。
MSK 的临床遗传学服务部门位于东 70 大街 222 号（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间）。

咨询中心
646-888-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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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发现，心理咨询有助于他们在癌症治疗期间调节自己的情绪。 MSK 的咨询师为个
人、夫妇、家庭和团体提供咨询服务。 他们也可以开具一些药物来帮助缓解焦虑或抑
郁。
我们的咨询师提供住院和门诊服务。 MSK 咨询中心位于莱辛顿大道 641 号（莱辛顿大道
和第三大道之间）。

Evelyn H. Lauder 乳腺中心用品店
646-888-5330
Evelyn H. Lauder 乳腺中心用品店售卖各种类型的头套、假肢和泳装。 位于 Evelyn H.
Lauder 乳腺中心（第二大道东 66 大街 300 号）的二楼。 用品店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开放。

女性性医学与女性健康项目
646-888-5076
该项目旨在帮助正在应对癌症相关性健康问题（如过早绝经和生育问题）的女性患者。
该项目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帮助您在治疗前、治疗期间或治疗后采取行动来解决性健康
问题。 您可以致电了解更多相关信息或进行预约就诊。

综合医学服务
646-888-0800
MSK 的综合医学服务可以为您提供多种疗法，以完善传统医疗。 其中提供的一些服务包
括音乐疗法、心智/身体疗法、舞蹈和运动疗法、瑜伽和触摸疗法。 患者、患者家人、照
护者和公众均可获得该服务。
Bendheim 综合医学中心位于第一大道 1429 号（东 74 大街）。

男性性医学与生殖医学项目
646-888-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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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旨在帮助正在应对癌症相关性健康问题（如勃起功能障碍）的男性患者。 该项目
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帮助您在治疗前、治疗期间或治疗后采取行动来解决性健康问题。
您可以致电了解更多相关信息或进行预约就诊。

营养服务
212-639-7312
通过 MSK 的营养服务，您可以向我们的认证营养师进行营养相关咨询。 营养师将会审查
您目前的饮食习惯，并给出治疗期间和治疗之后的饮食建议。

职业和物理疗法
646-888-1900
MSK 的康复服务提供各种服务，包括职业和物理疗法。 物理疗法可以帮助您更好地进行
身体活动和发挥功能，改善您的整体健康状况。 职业疗法可以帮助您重新获得和建立技
能，从而实现独立的生活工作。 康复服务可以帮助您减轻疼痛并恢复独立性。
我们为成人和儿童提供住院和门诊服务。 Sillerman 康复中心位于麦迪逊大道 505 号
（入口位于公园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的第 53 大街）。

肿瘤科社工
212-639-7020
MSK 的肿瘤科社工可以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情感支持和指导。 其中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
为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及其照护者提供持续的线下面对面和线上支持小组。 社工也可以
帮助解决患者在治疗期间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交通问题和经济问题。
Memorial Hospital 的每个患者楼层和所有 MSK 门诊机构（包括 MSK 的地区性诊所）
均配有肿瘤科社工为您服务。 如需与肿瘤科社工进行交谈，请咨询您的医生或护士，或
致电上述号码进行联系。

患者及照护者教育
www.mskcc.org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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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我们的患者及照护者教育网站：www.mskcc.org /pe ，搜索我们的虚拟图书馆。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清晰易懂且对您有帮助的教育资源，在您的癌症治疗之前、期间和之
后为您提供支持。

患者及照护者支持项目
212-639-5007
MSK 的患者和照护者支持项目为正在接受积极治疗的患者及其照护者提供了与既往患者
和照护者进行交谈的机会，他们都自愿主动与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交谈。 许多患者
和照护者会发现，与接受过类似治疗的人交谈对他们很有帮助。 交谈可以面对面进行，
也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

患者代表
212-639-7202
MSK 的患者代表会负责确保您的权利得到尊重并帮助您解决问题。 他们可以代表您发
言，代表您的利益，并回答您对医院政策和程序的任何问题。 他们可以随时为您提供帮
助，但通常在情况正在发生时最有帮助，而非在情况已经发生后。

患癌后的生活资源 (RLAC) 计划
646-888-8106
MSK 的 RLAC 项目可以为癌症患者及其亲人提供支持服务。 这些服务包括讲座、研讨会
和支持小组，提供与癌症生存相关的主题活动。 其中包括保险、就业、情感问题和照护
者问题。

言语、听力和康复项目
212-639-5856
某些癌症和治疗可能会影响您的吞咽、言语或听力功能。 MSK 的言语、听力和康复项目
可以帮助您恢复这些功能，并改善您的生活质量。
言语、听力和康复项目中心位于约克大道 1275 号（东 67 大街和东 68 大街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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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大厦 H-120 室。

支持性护理服务
MSK 的支持性治疗服务致力于缓解 MSK 患者的疼痛并改善生活质量。 支持性治疗（也
称为姑息治疗）包括为缓解癌症引起的症状而给予的任何治疗。 患者可在治疗期间的任
何时间点获得支持治疗。
支持性治疗服务的医生和护士会专门帮助患者管理身体症状，如疼痛、呼吸急促和恶心，
以及情绪问题，如悲伤、抑郁和焦虑。 他们会与患者的主要医疗团队合作，提供额外的
支持。 如果您觉得您或您的亲人可能会从支持性治疗服务提供的治疗中获益，请与您的
医生进行讨论。

烟草治疗项目
212-610-0507
MSK 的烟草治疗项目可以帮助您停止使用烟草（无论您是否是 MSK 的患者）。 烟草治
疗项目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会借助各种方法致力于帮助您戒烟，包括药物和行为技术。
烟草治疗项目中心位于莱辛顿大道 641 号 7 楼（东 54 大街和东 55 大街之间）。

虚拟计划
www.mskcc.org /vp
当您无法亲自前往 MSK 时，可以使用 MSK 的虚拟计划，该计划为患者和照护者提供在
线教育和支持。 通过实时的交互式会议，您可以了解您的诊断、治疗期间的预期情况以
及如何为癌症护理的各个阶段做准备。 会议全程保密且免费，并由专业的临床工作人员
主导。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虚拟计划，请访问 www.mskcc.org /vp，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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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ontact a member of your healthcare team directly.
If you're a patient at MSK and you need to reach a provider after 5:00 PM ,
during the weekend, or on a holiday, call 212-639-2000.
For more resources, visit www.mskcc.org /pe to search our virtu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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