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醉酒被锁爬窗摔折骨盆
医生介绍，医好也会影响今后的正常生活

本报 12 月 6 日讯 喝醉
酒后竟被同事强行锁在宿

舍，于是把床单撕成单条爬

窗外出，不料床单断裂。4 日

零时许，胜利中心医院 120 急
救中心接到求救电话称，在

某高校供暖服务中心上班的

李强从 4 楼摔下来，造成骨

盆骨折。

5 日，记者来到胜利中心

医院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

李强，他的意识仍不清醒，

脸上有明显的淤青，由于肩
膀以下被棉被覆盖，看不到

下身伤痕。李强的家属告诉

记者，当时是他同事拨打了
120 急救热线。胜利油田中

心医院脊柱骨科副主任王

医师说：“病人来院时已经

休克，再晚一会儿就有生命

危险。”记者看到，李强的病
历上写有“左侧胳部、右腕

部疼痛剧烈，不敢行走，并
且骨盆多发骨折”的字样。

王医师介绍：“病情初步稳
定后，会讨论下一步的治疗

方案。治好后也会影响生

活，可能干不了重活。”

李强的同事崔师傅介

绍，4 日晚上 10 时许，李强醉
酒后与同村的张梁扭打在一
起，围观的群众将李强送到

宿舍。“他总趁我们不注意跑

出来，最后一次还找来一把
刀，班长让把他锁在宿舍里，

我正找铁条拴门的时候就听

见有人喊‘老李要爬窗’。”

据了解，李强的同事把
他锁在屋里，将其衣物带走。

李强的妻子说：“当时老李敲
门没人给开，他没办法才拽

着床单爬窗的。”

李强的女儿告诉记者：

“我爸的医药费已经花了不少
钱，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接

下来的钱都不知道从哪儿出。

4 日下午，我们去滨东公安局

报案，他们说构不成案子让找

刑警队，刑警队又说归公安处
管。单位的领导来看过爸爸，

说要尽最大努力协商解决这

件事。” （本报记者）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李

强、张梁均为化名)

超速撞车

翻进农田

5 日下午 1 时许，在河口区六合乡通往利津县汀罗镇的公路上，一辆桑塔纳轿车撞上一辆大众轿车后急转弯
侧翻进路边农田。据了解，桑塔纳汽车由南向北超速行驶，与前面的大众轿车发生追尾后急转弯刹车，车辆失去控

制栽进路旁的农田。记者在现场看到刹车印有二十余米长，桑塔纳车已经严重变形，司机被送往医院。

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见习记者 王参 摄影报道

“蜘蛛侠”爬管道入室盗窃

为掩身份 4 人竟相互不留姓名

本报 12 月 6 日讯(见

习记者 嵇磊 通讯员
马霞 宋星刚) 4 名“蜘蛛

侠”多次在凌晨时分，沿着

下水管道爬到学校 3 楼盗

窃机房电脑，三次共盗窃电

脑 60 余台，涉案金额达 25

万元。3 日，东营公安分局

民警成功将这伙“蜘蛛侠”

抓获。

2009 年 8 月份，东营公

安分局接到东城某学校的

报警称：当天放学时电脑还

在，第二天上班却发现少了
10 多台。接到报警后东营

分局的民警赶往现场发现，

位于三楼的机房门没有被

撬动的痕迹。警方猜测犯罪

分子是凌晨趁着天黑从窗
户爬进将电脑盗走的，并且
是团伙作案。

在民警侦查案件期间，

2009 年 9 月和 10 月又先后
两次接到该学校的报案，机

房电脑三番两次被盗。

民警经过多番走访，确

认了现家住垦利的王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2010 年 12

月 3 日，民警在西城将王某

和杨某抓获。顺藤摸瓜又将

潜逃外地的两名犯罪嫌疑
人刘某、张某抓获。经审讯，

四人是偶然认识，都不知道

对方真实姓名，只有在准备

作案时才联系。自 2009 年 8

月份以来，犯罪嫌疑人王某

等四人在深夜实施盗窃，三

次共盗窃电脑 60 余台，涉
案金额 25 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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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中之王发病猛增

肝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居癌症第二

位，每年新增肝癌患者 11 万，这个数字

不一定正确，有的统计是 20 ～ 40 万，还

有的甚至达到 100 万。总之我们国家是

一个肝癌大国，占全世界肝癌死亡率和

发生率的 45%，接近一半。

肝癌不像其他肿瘤如胃癌、食管癌、

肠癌、肺癌，这些癌种症状比较早可以发

现，比如吃饭梗阻，大便有血，有咳嗽并

痰中带血等等，肝癌的肿块达到 10 ～

15cm 都可能毫无知觉，人也不消瘦，食

欲也不减退，活动也正常，仅仅觉得容易

疲劳，而疲劳在平时活动多、工作紧张也

容易发生，所以肝癌的发现往往较晚，大

部分患者一经发现，就失去手术时机，常

规化疗放疗化疗效果又不理想，往往不

能进行有效的抗肿瘤治疗。

肝癌治疗选择方案是关键

治疗肝癌，至少要考虑患者的肝功

能、身体状况、家庭和经济三大背景。肝

功能储备是患者赖以生存的根基，维持

生活质量的前提，与预后密切相关。手术

本身就是对人体的严重创伤，放疗化疗

也会对肝功能造成极大损害，加上常规

治疗的昂贵费用，制约了肝癌治疗疗效

的进展。

新方法--靶向治疗带来新希望

肝癌治疗中，应用最广的就是常规

的介入治疗，但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进

展，常规介入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常规

介入治疗一般直接采用高浓度化疗药物

和碘油注射，药物经动脉注射后包裹在

碘油中，没有治疗效果，从碘油中释放出

的药物很快经静脉流出，停留时间短，不

足保证整个肿瘤细胞周期都有足够的药

物浓度，效果差。

1998 年，一种新型的靶向治疗新技

术--缓释库疗法开始应用于临床，该疗

法是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发明的，采用药

物和缓释制剂耦合直接经皮穿刺瘤内注

射治疗，药物注射后即停留在肿瘤间质

中，药物浓度能保持二到三周的时间，足

以保证杀死各个细胞周期的肿瘤细胞，

效果好，几乎没有副反应。已获得中国、

美国、澳大利亚发明专利。适用于肺癌，

肝癌，胰腺癌，食道、胃、肠癌，膀胱、前列

腺癌，肾癌，口腔、鼻咽癌，宫颈、卵巢癌，

乳腺、皮肤癌、恶性淋巴瘤，骨肿瘤等原

发或转移的各种实体肿瘤。

身边真实的故事

苏大爷是淄博桓台索镇张桥村人，

2005 年被检查出患有原发性肝癌，高额

的治疗费用、巨大的治疗痛苦、渺茫的

治疗效果让家人手足无措，苏大爷却异

常冷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等着走

吧，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有的明星很

有钱，治疗条件非常好，也换了肝，不也

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吗？”老人的话虽然

有道理，妻子和儿女却不能眼睁睁的看

着老人去世。就在苏大爷一家为治病愁

眉不展之时，他们在旧杂志上看到了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了解到他们那里

有一种“缓释库疗法”，是直接经皮穿

刺把抗肿瘤药物注射到肿瘤内部，注

射后药物只作用于肿瘤部位，对不能

手术或不愿手术的患者非常适合。带

着试试看的想法，苏大爷和儿女来到

了济南。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后，苏大爷

开始接受“缓释库疗法”的治疗，就是

在 B 超定位下用穿刺针注射到肝肿瘤

内部，治疗过程中苏大爷除了感到有

些肝部发胀外，没有别的痛苦。经过三

次治疗后，肿瘤缩小了。治疗至今，已

经五年了，在这五年里，家人的关怀、

朋友的鼓励、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让

苏大爷觉得更是不能放弃，一定要坚

持治疗，每年，苏大爷都要到济南保法

肿瘤医院来复查，每次复查的结果都

会给苏大爷新的希望。

肝癌不可怕，巧治是关键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院长 于保法

北京肺癌患者在山东获得新生

缓释库疗法咨询热线：0531-88553728 400-613-1120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 309 号(段店立交桥西 3 公里路北，市内乘坐 K56 路、78 路、20 路、7 路大杨庄站下车即到)。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济南市医保定点医院，济南市新农合定点医院。 济南保法肿瘤医院不定期进行免费 CT、彩超、X 线检查活动，读者可来电查询优惠时间和优惠内容。

2007 年初，某部级大学党委书记罗老

先生偶感不适，在北京某医院检查结果是

“肺癌”，需要手术治疗。罗老先生没有同

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都这把年纪

了，每天吃饭倍儿香，睡觉倍儿甜，一点不

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为什么要手术？也许

病没事，手术后人都不行了。” 罗老先生

居住的小区，有几位老同志患了癌症，有

手术的，有化疗的，有做了手术接着化疗

的，时间不长就都先后去世了，一想起来

他就有些害怕。

接着，罗老先生又到了我们国家最为

权威的一家医院复查，结论是相同的，治

疗意见也是相同的--住院手术，一位面熟

的专家亲口对他说：“你得的就是开刀的

病。”罗老先生仍然坚持不接受手术治疗。

回到家里，罗老先生电话咨询了原中

国协和大学教授、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所所

长陆莉娜教授，陆教授建议他要慎重，同

时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于保法教授和

他发明的“缓释库疗法”，不用开刀，治疗

也不痛苦，不由有些心动。

在对于保法教授和济南保法肿瘤医院

进行全面的了解后，2007年 5月中旬，在老

伴的陪同下，罗老先生来到了济南保法肿

瘤医院，说也巧，刚到医院，他便遇到一位

北京大兴的病友，又见他恢复的相当好，更

坚定了在济南接受治疗的信心。

没有手术的鲜血淋漓，没有常规化疗

的恶心、呕吐，满头的银丝也没见有一根松

动，接受了三个疗程的治疗，罗老先生就像

是在疗养院疗养，CT 显示：病灶中心部位

已经坏死、液化，肿瘤已经明显缩小。

谈到自己治疗的感受，罗老先生有

感而发：“从检查出病情开始，我所接触

的都是国内顶尖的肿瘤专家，他们能做

的只能是手术治疗，本身得了病就已经

非常痛苦了，再挨上一刀，而且挨上一刀

还不能完全治好，反而对自己的身体大

有损伤，得不偿失啊，在保法医院治疗了

这么长时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里的

治疗不用手术和常规放化疗，这样才能

最大限度的延长患者的生命和提高生存

质量，我们才能活的长、活的舒服。”

编者注：罗老先生和众多肿瘤患者

康复的故事已由江苏胸腺肿瘤患者熊殿

忠汇编成册，书名《生命的礼赞》，现已出

版，如有患者需要更详细的了解，可到济

南保法肿瘤医院免费领取此书。

编者：缓释库疗法就是肿瘤靶向治疗新

技术，由留美学者、全国人大代表于保法

教授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

在总结海外百年肿瘤内治疗的基础上创

造发明，获得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发明

专利。

适用于肺癌，肝癌，胰腺癌，食道、胃、

肠癌，膀胱、前列腺癌，肾癌，口腔、鼻咽癌，

宫颈、卵巢癌，乳腺、皮肤癌、恶性淋巴瘤，

骨肿瘤等原发或转移的各种实体肿瘤。

对手术失败、术后复发及转移，不能或

不愿手术者；对放化疗失败或不能耐受放

化疗者同样适用。

缓释库疗法靶向治肿瘤不开刀、无痛

苦、效果好，能延长患者生命，提高生活质

量，捍卫患者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