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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博爱医院院长钟国栋当选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显显微微外外科科手手术术，，菏菏泽泽已已是是省省级级水水平平

齐鲁晚报健康俱乐部公益行

观观光光游游、、听听讲讲座座，，健健康康之之行行真真精精彩彩
本报菏泽12月13日讯(记者

周千清) 杨湖酒庄观光游、
农家饭、菏泽爱尔眼科医院公
益讲座……齐鲁晚报健康俱乐
部联合菏泽爱尔眼科医院、杨
湖酒庄，举办“照亮回家的路”
公益讲座、“杨湖酒庄观光游”
活动。活动现场，健康俱乐部成
员不但现场了解了纯粮酿造酒
的制造过程，还品尝了原酒，在
酒庄享用过农家饭之后，菏泽
爱尔眼科医院的眼科专家就白
内障、老年黄斑病变等眼病，现
场为大家介绍相关知识。

“好香啊。”11日上午，齐
鲁晚报健康俱乐部成员来到
杨湖酒庄，一进大门，浓浓的
酒香扑鼻而来，大家纷纷感叹
道。

在杨湖酒业讲解员的引
导讲解下，成员们走进了原酒
生产车间。“原料往酒锅里放
时,要求很严格,需要一层层地
铺开,不能成团放,这样它就不
能有效发酵,产量会降低。”参

观的同时，杨湖酒业讲解员现
场为大家普及如何判断是否
是纯粮酒的方法，“比较简单
的办法就是倒在手心里一滴
酒,然后双手搓一搓,如果能问
到一股酒糟的味道,说明这是
纯粮食酒；另外也可以当大家
酒足饭饱之后,闻一闻酒杯,纯
粮酒发挥较慢,还会有一种酒
香味道,而其他酒的味道会挥
发快,酒香味会很淡。”

在生产车间的酒锅旁品
尝刚刚酿出来的原酒之后，成
员们在杨湖酒庄体验了一把
农家饭，“喝了那么多年酒,今
天算是长了见识。”75岁的王
大爷拿着自己的相机开心的
说，下午还要去学习眼科知
识，今天的收获真是满满的。

下午两点钟，健康俱乐部
成员们来到菏泽爱尔眼科医
院。该院眼科专家姚森深入浅
出地就白内障的预防、眼睛与
照相机成像的比较、晶状体解
剖及生理、手术时机的选择、

方法及人工晶体的选择等内
容，向大家普及白内障防治知
识。对于白内障的老年患者，
姚森还特别提醒，由于目前治
疗水平和仪器的改进，治疗的
时机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对
于之前所流传的“白内障要等
到熟了再手术”说法进行了否
定，患者要及时检查与治疗，
这对今后手术创口的缩小、治
疗效果及恢复有很大帮助。

随后，眼科专家石贤才向
俱乐部成员介绍了老年黄斑

变性的相关知识。“老年性黄
斑变性大多发生于45岁以上，
其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
是当前老年人致盲的重要疾
病。”石贤才说，这种眼底病的
早期临床表现是视物变形、视
力减退，后期严重会出现视力
障碍，他提出，出现视物变形，
老年人一定要及早就医。

讲座结束后，俱乐部成员
领取了医院准备的礼品，并进
行了免费眼部检查，俱乐部成
员们满载而归。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日前，在济南召开的山东
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成立
大会暨山东省第九次手足外科
学学术会议上，菏泽博爱医院
院长钟国栋当选为副主任委
员。这是对钟院长专业水平的
肯定，也是对菏泽在显微外科
领域发展的认可。

消息传回来，菏泽有了首
位山东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
会副主委，很多人兴奋不已。对
于当选副主委，钟院长说会继
续与行业内人士交流、学习，更
好的为菏泽人民服务。该院办
公室主任董国民告诉记者，希
望市民能借此了解到，我们菏
泽显微外科发展水平，已获得
了省内行业领军专家的认可，
具有省内一流的水平，他只希
望不再出现患者因远途颠簸，
贻误病情，而造成终身遗憾的
事情。

菏泽在显微外科领域
新突破

11月24日至26日，山东省医
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成立大会
暨山东省第九次手足外科学学
术会议召开。会议邀请了世界
显微重建外科医学会理事长庄
垂庆(台湾)、候任理事长Isao?
Koshima(日本)、国际骨外伤协
会显微外科主席杜元坤(台湾)
等国际知名显微外科专家；中
华显微外科学分会连续5任主
任委员：侯春林、裴国献、刘小
林、张长青、顾立强；世界顶尖
的显微外科、手外科和临床解
剖学专家王增涛、丁自海、劳

杰、张世民、田文、王树锋、崔树
森、高伟阳、徐海林、魏宝富等。

在会上，菏泽博爱医院院
长钟国栋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而且作了《幼儿足趾移植再造
手指的远期随访》、《多发性神
经鞘瘤三例报告》的专题报告，
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誉。

治疗肢体损毁伤
不用东奔西跑

在菏泽博爱医院，记者见
到了从济南回来的该院院长钟
国栋，说起当选菏泽首位山东
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钟院长说感谢山东省
医学会业内专家对他的认可。

据悉，菏泽博爱医院手足
显微外科成立15年来，先后完
成了世界第六例断耳再植、山
东省首例双前臂离断再植、山
东省年龄最小(2岁)小儿趾指
血管吻合手指末节再造、全手
脱套伤显微再植修复等一些代
表性手术，显微外科技术水平
已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此次钟
国栋当选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将进一步提升
菏泽市在显微外科领域的影响
力。

如今钟院长担任分会副主
委，该院办公室主任董国民告
诉记者，这件事更大的意义是
可以让更多市民的认识到菏泽
市显微外科的发展水平。“断
指、断肢，或者肢体损毁伤治疗
效果如何，能否及时就医很关
键。”董主任说，很多患者并不
知道我们当地就能做这样的手
术，因为舍近求远，往返市内、
外多家医院，最终贻误病情，辗

转来到博爱医院，有很多患者
最终迫不得已需要截肢。

肢体损毁病情贻误
治疗结果不一样

因为辗转求医错过最佳治
疗时间，李师傅对这样造成的
终身遗憾，深有感触。“我是7月
18日中午干活的时候，把手绞
到了机器里。”李师傅说，当时
他右手大拇指被挤断，辗转当
地两家医院，只是做了简单包
扎，因无法医治，最终到济南求
医。“在济南等到夜里11点钟才
接受手术。”李师傅说，遗憾的
是，进行手术的时候大拇指已
经坏死，无法修复。

随后，李师傅在济南接受
了几次植皮手术，花费十余万
元，最终回到博爱医院做皮瓣

修整和功能康复。
与他同病房的丛爱地，虽

然有着比李师傅还要严重的肢
体损毁，却因为与李师傅不同
的选择，如今损毁的肢体已经
修复成活，并且可以轻微活动。

“11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
我在家干活的时候，右手绞进
了滚胶机里，右手大拇指离断，
连同整只手的皮肉，一起被扯
了下来，我的伤情比李师傅严
重的多。”丛爱地说，同村的人
推荐他们到菏泽博爱医院找钟
国栋院长，相信村里人的推荐，
丛爱地一家人就赶到了菏泽。

“七点钟院长就为我做了
手术，一直到第二天八点才结
束。”说到这里丛爱地眼眶湿润
了，他告诉记者，因为手术没有
全麻，他听到钟院长嘱咐一起
做手术的医护人员，小伙子还

年轻，一定要保住大拇指，“手
术进行了十三个小时，钟院长
一晚上没有合眼，我的手却保
住了。”丛爱地说，现在他的大
拇指已经能活动，再有一个月
就能出院了。自己花了六万元
保住了手，看到李师傅的情况，
丛爱地心有戚戚。

每每接触这样的病例，董
主任都深有感触、扼腕叹息，他
告诉记者，这次钟院长当选省
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副主任
委员是领域内专家对他专业水
平的认可，他希望这件事可以
发挥更大的意义，可以让菏泽
更多人知道，断指时间越短，再
植成活率越高，病人所受的痛
苦越小。目前咱们在显微外科
领域已达到省内一流水平，菏
泽的患者不用再东奔西走，一
旦贻误病情，将是终身的遗憾。

菏泽市立医院 菏泽市中医医院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 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菏泽市传染病医院 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
菏泽牡丹区中心医院 菏泽开发区中心医院 菏泽博爱医院 菏泽爱尔眼科医院 菏泽华厦眼科医院

理事单位：

人们常把健康比作1，
事业、家庭、名誉、财富等
就是1后面的0，人生圆满
全系于1的稳固。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康
中国”，已经“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

于健康，与其救疗于有
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
先。您的健康心得是什么？
快来分享给大家！您的分享
可以是一次旅游，也可以是
保健心得，或者是您热爱的
一项健身运动，只要是您积
极向上的生活写照，都可以
发送给我们。散文、游记、照
片等等，我们欢迎您多种多
样的投稿形式。来稿邮箱：
296765932@QQ.com；或关
注“菏泽健康”官方微信，后
台留言。

本报会择优刊登在齐
鲁晚报今日菏泽“菏泽健
康”以及微信公众号“菏泽
健康”，同时奖励惊喜健康
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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