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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物物穷穷理理 践践行行““大大医医””精精神神
——— 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焦守广

老人受“眼疾”困扰
最终确诊是“脑病”

2016年10月，一位老年患者因
“视物不清”来到山东省立医院神
经内科就诊，老人看不清东西已
有10年了，甚至出现了记忆力下
降等症状。老人曾反复到医院就
诊，并进行了“白内障”手术治疗，
但症状依旧没有减轻。

神经内科主任杜怡峰接诊老
人后，综合分析老人病情，结合既
往眼科就诊病历资料，果断排除
眼科疾病，进一步分析老人病例
特点为视觉注意障碍、记忆力下
降等，最后诊断为“后部皮层萎
缩”，并给予患者改善认知的治
疗，患者症状未再加重，视觉症状
也有所减轻。

杜怡峰向记者介绍，“后部皮
层萎缩”属于非典型阿尔茨海默
病，是临床中的少见病，患者常因
视觉障碍就诊于眼科，误诊率极
高。

眼睛看不清竟和大脑有关，
真相令人意外。其实，以阿尔茨海
默病(AD)等与大脑相关的认知障
碍疾病已成为导致老年人失能和
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作为山东
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杜怡峰
长期致力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
防治工作。杜怡峰介绍，医院专门

设立了痴呆与认知障碍医学中
心。目前，“山东省立医院痴呆与
认知障碍医学中心”已成为国内
规模最大、实力最强、诊疗水平最
高的老年认知障碍疾病防治中心
之一。

引入多个临床新技术
积极推进亚专业建设

在阿尔茨海默病防治领域，
由杜怡峰为首席科学家领衔申报
的“阿尔茨海默病痴呆前阶段干
预新方法的研究”项目近日正式
获批成为2017年度“重大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之
一，资助经费高达784万元。项目研
究团队汇集了国内阿尔茨海默病
研究领域的顶尖机构，拟开展大
型多中心临床试验，最终建立我
国规范化的AD痴呆前阶段诊疗
指南与临床诊治路径。

科室近年来先后开展了一系
列临床新技术：经导管选择性动
脉内溶栓术、颅内动脉狭窄血管
成形和支架置入术、新型免疫抑
制剂和免疫吸附治疗、生物靶向
治疗、BNT微创治疗肌张力障碍、
DBS治疗帕金森病技术等，提高
了科室的终极诊疗能力。

“专业越来越细化，目前我们
这儿有7个方向的亚病区，这样患
者可以得到更为精准和规范的治
疗。”杜怡峰介绍，目前科室已形
成了脑血管病、神经变性疾病与

遗传病、神经免疫病与神经系统
感染、癫痫与睡眠、肌张力障碍、
神经康复和神经重症等7个特色
鲜明、优势明显的亚专业。

开设“特色专病门诊”
附设全国一流诊疗中心

为了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
冤枉钱，科室还开设“特色专病门
诊”，包括：脑血管病门诊、记忆障
碍门诊、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门
诊、癫痫门诊、头痛门诊、神经免
疫病与神经系统感染门诊、肌张
力障碍和肉毒毒素治疗门诊、神
经肌肉病专科门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科室附
设的“山东省医学睡眠中心”，这
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集睡眠监
测、动态脑电监测、无创治疗及康
复一体的诊疗中心之一。睡眠中
心拥有全国一流的多导睡眠呼吸
监测设备，可以给予鼾症、睡眠呼
吸暂停、异态睡眠疾病等明确诊
断，并给予相应治疗。

经统计，杜怡峰及其团队近3
年来开展新技术12项，极大地增
强了处理复杂、疑难、危重疾病的
诊疗能力，在省内临床重点专科
评比排第一；为实现科室跨越式
发展先后开展了睡眠医学中心、
卒中单元等。科室先后获得山东
省“巾帼文明示范岗”“优质护理
服务示范病房”“十佳品牌科室”
等荣誉称号。

葛医药资讯

承百年医脉，铸一流名院。2017年，山东省立医院迎来建院120周年纪念。悬壶济世双甲子，历经120年的风雨历
程，山东省立医院已成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指导基层为一体的国内一流名院。为展现省立医院发展历
程，我们选取医院重点专科这条线索，从今天起开设“百廿省医——— 重点专科发展纪实”专栏，探寻省医各专业发
展的历史足迹。第一期，我们走进省立医院神经内科，探寻这个临床重点专科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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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脑萎萎缩缩 帕帕金金森森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脑萎缩、帕金森是脑组
织细胞受损、萎缩、衰亡，脑
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早期
症状为头晕健忘、流口水、行
为异常、行动迟缓、手足震
颤；中晚期则痴呆、大小便失
禁、瘫痪，及早治疗尤为重
要。

康脑丸是国家药监部
门审批的国药准字专业治
疗药品。它精选广西高山五
指毛桃、牛大力、千斤拔、
扶芳藤等多味名贵壮药科
学配伍，诸药合用，共同协
作，补肾益脾，健脑生髓，

修复受损的脑组织细胞，恢
复脑神经功能。

康脑丸荣获国家发明专
利，专利原文：“本发明药物
具有补肾益脾，健脑生髓功
能，用于健忘头昏，倦怠食
少，腰膝酸软等症，即西医脑
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脑
病，见效快，效果好！”

康脑丸为纯中药制剂，
上市以来，已成为治疗脑萎
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理
想药物。用后整个人焕然一
新，重享健康生活！

咨询热线：400-700-8835

老老咳咳喘喘 久久治治不不愈愈有有妙妙招招
——— 咳、喘、痰、憋、闷等问题，孙思邈一招解决

说到孙思邈，那可是经历西
魏、北周、隋朝、唐朝四个朝代的
老神医，享年141岁，是世界上最长
寿的名医。据传，隋文帝、唐太宗、
唐玄宗几朝皇帝都找他医好过
病，被后人誉为“药王”，奉之为

“医神”。其实，孙思邈一生得过两
次“咳喘”病，他自己在与疾病的
斗争中，总结出一套“夜治咳喘妙
方”，医好了自身的咳喘病，也让
广大的咳喘病患者摆脱了痛苦！

孙思邈“夜治咳喘妙方”历经

千年传承，组方精妙，工艺独特，
服用方法精准，治疗疾病效果神
奇，2015年9月，组方及炮制工艺两
项均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孙思邈开创了中医治疗老咳喘病
的先河，解决了老咳喘病久治不
愈的难题，也让中医治疗咳喘病
走到了前沿。从此，老咳喘患者在
睡眠中就能轻松告别疾病困扰。
孙思邈告诉你一个
与众不同的“夜治咳喘妙方”

如果您去医院打过很多吊瓶

的激素、吃过很多中西药还是久
治不愈，如果您正在经受老咳喘
病的折磨，请快快来电申领孙思
邈“夜治咳喘妙方”，这是一个值
得您信赖的夜间治咳喘妙方，给
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咳喘病治疗
方法，让您受益无穷。通过阅读孙
思邈“夜治咳喘妙方”，很多疑问
您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您还可
以从众多真实案例中吸取经验，
少走弯路，让你远离咳喘病！
免费申领热线：400-1622-177

老老胃胃病病 久久治治不不愈愈怎怎么么办办？？
寻找100名老胃病患者，零风险验证疗效

如果您正在被老胃病所困
扰，如果老胃病让您痛苦不堪，
如果您治疗多次还是久治不
愈，请您快快来电申领“藏医大
师胃病古方”，藏医大师为您揭
开胃病治疗的误区，深度解密
千古藏医学在治疗老胃病方面
的卓越贡献，并针对各种胃病
要点，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藏

医古方，为患者解决胃病久治
不愈的难题。

谨将“藏医大师胃病古方”
献给那些深受老胃病困扰，饱
受煎熬的患者，免费教您看胃
病，不再乱花冤枉钱。现在，只要
您一个电话，不论病情长短、轻
重，来电申领的老胃病患者均
可免费试用“藏医大师胃病古
方”，很多久治不愈的胃病患者
只需4天，就可体验到与众不同
的效果，多年的顽固老胃病患
者只需几个月，就能远离老胃
病困扰。疗效由您验证，机会难
得，莫失良机！
免费申领热线：400-1077-588

山山东东省省妇妇幼幼矮矮小小门门诊诊启启用用
每月第一个周六免挂号费义诊

本报济南8月14日讯(记者
陈晓丽) 10日上午，山东省

妇幼保健院矮小门诊启用暨关
爱成长公益项目新闻发布会在
该院举行。发布会上，山东省立
医院东院区儿科主任李桂梅和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生长发育门
诊主任刘明花共同为矮小门诊
揭牌。

虽然已经是22岁的小伙，
但是身高却永远定格在了1 . 2
米；看着别人17岁已经是亭亭
玉立的少女，自己却始终没能
超过1米的身高线……“很多人
都笑话我永远不会长大，我想
长到正常身高，不是为了变得
高大帅气，只是想得到别人的
尊重而已，希望能够正常工作
和生活。”这是众多身材矮小的

人的心声。
所谓矮小症是指在相似环

境下，身高较同种族、同性别、
同年龄的健康儿童平均身高低
两个标准差以上。如果儿童的
生长速度3岁前小于7厘米/年，
3岁到青春期小于5厘米/年，青
春期小于6厘米/年，就意味着
孩子身高发育缓慢，应该尽早
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咨询和检
查。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王
谢桐在致辞中介绍：“我国矮小
症患病率达3%，我国有八百万
矮小症患者。有调查显示，90%患
矮小症的人群有严重自卑心理，
不仅影响学业、人际交往、爱情
婚姻，甚至缺乏劳动能力。身材
矮小虽然不会威胁生命，但是却

严重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尽管如此，身材矮小人群

到医院就诊的只有30万人左
右，真正接受规范治疗的更是
只有区区3万人。王谢桐表示，
约七成的家长不知道孩子矮小
可能是疾病引起的，往往首选
各种保健品来“助长”，巨额的
经济投入不仅没换来孩子的理
想身高，反而错过了治疗的最
佳时间。

因此，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启
动了关爱成长公益项目，将每月
的第一个周六设立为“生长发育
义诊日”，前来就诊的患者免除
挂号费。同时，将选择10名家庭
贫困的矮小儿童进行救助，减免
治疗费用，具体申请方式和条件
随后医院将对外详细发布。

“人不穷理，不可以学医；医不穷理，不可以用药”——— 清代名
医陈士铎

3年开展12项新技术、实施亚专业分区、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评比排名第一……山东省立医院有这样一个团队，成立40多年来，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与努力，不断创新，不断钻研，实现跨越式发展，
成为领域内全国翘楚。“格物穷理，勤奋笃行”是他们的“座右铭”，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医”精神，他们就是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
科医护团队。

神经内科医护人员查房。

专业简介

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系山东省泰山学者设置岗位和山
东大学神经病学博士及硕士授予点，是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山东大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山
东省阿尔茨海默病科技创新联盟牵头单位。

全科总床位176张，分为中心院区、东院区和南院区，年出
院人数3800人次，年急诊2 . 6万人次，年门诊量17 . 6万人次。

——— 重点专科发展纪实
百廿省医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