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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医医药药防防治治高高血血压压走走向向国国际际化化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成立

现状：
制定了中医临床

实践指南，推广社区诊
疗模式

2日上午，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首届国际中医药防治高血
压大会、第三届山东省中医心病
学泰山学者论坛在山东大厦开
幕。此次会议由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主办，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山东省
中医院承办。会议宣布，山东省
中医院杨传华教授当选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杨传华告诉记者，中医药相
比西药在防控高血压方面具有
一定的优势，“中医药防控高血
压尤其是老年高血压，可以更好
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还
可以改善人体内环境，可以有效
地避免或者更好地处理并发
症。”

据介绍，山东省中医院在高
血压防控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我们的中药新药研发
体系已经初步成型，建立了集中
药制剂生产、教学、科研为一体
的生产基地，高血压等重点病种
院内制剂每年的销售量已经达
到7万余盒。”杨传华说道。

目前，山东省中医院已经建
立了相对规范的社区诊疗模式，
打通了政府-社区的成果转化渠
道，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耳穴贴压
等中医降压适宜技术。率先打造

了国内相对规范的高血压防治
重点专科，建立了高血压国家中
医临床研究基地。

“我们研究制定了高血压中
医临床实践指南、高血压临床路
径、高血压分级诊疗技术方案和
新药研究。”杨传华表示，要在指
南的基础上使中医防治高血压
走向国际化、标准化。“我们下一
步将以首个国家级和国际性高
血压中医学术组织为基本支撑
平台，广泛开展高血压中医真实
世界研究。”

未来：
将继续把高血压

防控作为重点项目，弘
扬中医文化

山东省中医院院长赵升田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
的成立，能够使国内防控高血压
方面最顶尖的人才集中到一起，
共同讨论高血压的防控问题，

“此后，高血压防治方面的学术
研究和交流、技术推广以及知识
普及，不仅在国内开展，还可以
推向国际，意义非常重大。”

“高血压的防控比较复杂，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中医作为健
康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积
极参与其中。”赵升田告诉记者，
山东的高血压防控做得比较好，
山东省中医院也会全方位支持
这件事，“经过前期中医临床研
究基地的建设，我们医院已经有
了比较健全的高血压防控体系，

既有临床科室、研究室，也有人
才支持和平台支持。我们将联合
国内合作和国际合作，中医与西
医协同作用，全方位防控高血
压。”

赵升田表示，山东省中医院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高血压的防
控，“高血压作为国家重点临床
研究基地的重点病种，不会因为
我们基地建设的周期结束就画
上句号，我们已经启动了相关的
学术活动、科研计划和平台建
设。”山东省中医会通过防控高
血压，带动医院相关学科的发
展，“防控高血压对脑病、月经病
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也会起到推
动作用。”

赵升田说，作为一家中医院
不仅要保证百姓的健康，还要做
到文化的传承，“中医药文化是
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我们不仅
要做学术推广，还要推广中国的
文化。”赵升田表示要通过学术
推广文化，传播健康知识的同时
也要将文化传播出去。“不懂中
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就学不好
中医。”

建议：
一级高血压患者

可以单独用中医药治
疗

山东省中医院心病一科主
任陆峰在会议上解释说，高血压
中医临床实践指南主要涉及的
问题为原发性高血压，针对的人
群病种是一级和二级高血压，

“这两种高血压在中国的定义是

轻中度高血压，是中国高血压的
主要人群。”陆峰表示，“一级高
血压患者可以单独使用中医药
进行治疗，二级高血压患者需要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三级高血
压则需要现代医学联合治疗甚
至是静脉治疗，或者是非药物治
疗方法。”

“中医治疗高血压的突出优
势在老年人群，特别是老年单纯
收缩期高血压患者，主要表现为
肾气微虚，血脉虚病，这类患者
应该以补肾为主，调和血脉为
辅。”陆峰建议高血压患者，不论
血压是否达标，如果相应的症状
明显，应该优先选择中医药进行
治疗，“单独使用中医药进行治
疗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考虑尽
多地监测诊室血压，特别推荐家
庭自测血压的测量。”

“在杨传华教授的带领下，
2014年起，我们医院在全院全面
推行标准化电子血压计。”陆峰
在会上说，山东省中医院引进了
全省第一套远程电子血压管理
系统，可以更好地远程管理患者
的血压水平。

同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
安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胡
元会提醒，在老年降压治疗中，
应重视舒张压的监测与调控，
尤其是夜间舒张压血压负荷。

“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不仅应
该降低日间血压，还要尽可能
降低夜间血压负荷，以期更有
效地避免或减少高血压患者的
靶器官损害，改善自主神经功
能，延缓老年高血压患者认知
功能下降。”

高血压作为一种常见病，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我国已将其列
为重点防控的慢病之一。为促进世界各国(地区)中医药防治高血压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整合境内外相关领域的学术资源，2日，“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中医药
防治高血压大会”在济南召开。

““偏偏方方””能能治治股股骨骨头头坏坏死死？？
“金拐杖”公益救助走进肥城，专家解释此病药物不能根治

本报记者 焦守广

股骨头坏死多年，
信偏方难解病痛

8月30日上午，得知济南的
骨科专家要来，湖屯镇西湖东
村支部里早早坐满了等待筛查
的村民，他们都是股骨头坏死
患者，因为常年不重视，病情越
来越严重，有的甚至拄上了拐
杖。早晨不到7点出发，经过两
个小时的车程，赶到现场后来
不及停顿，专家们立马换上白
大褂忙碌了起来。

专家组根据每位群众的身
体状况进行健康筛查，予以耐
心详细的解答，并提出了合理
化治疗或健康指导。

村民张女士排队等待的时
候因为疼痛难忍，不禁坐了下
来。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张女
士今年45岁，说起股骨头坏死，
她忍不住叹了一口气。“20多年
了，一直就是看不好，吃了不少
药，也打过穿刺，就是不见轻，
严重的时候得拄着拐杖。蹲都
蹲不下，太折磨人了！”

说起张女士这病，还得
从20年前说起，在张女士26岁
那年，拉沙的时候她从车上
跳了下来，就是这一跳，噩梦
开始了。从那以后，胯部开始
疼。“当时去看医生，就说是
股骨头的事，但因为年轻，医
生不建议手术。”张女士说，
后来吃了各种药，还去做了

穿刺，也贴过膏药。后来没办
法了，她开始信偏方，结果病
没治好，还花了不少钱。

因为家里经济拮据，而且
治疗股骨头坏死花费高昂，张
女士也就一直没有再去医院治
疗。“这病不是说你不去看就会
没了，药物只会减轻疼痛，延缓
病情，但不能根治。”现场专家
告诉她。

“我就感觉我这么大岁数
了，总觉得没有看的必要，就这
样一直忍着。”来自东湖东村的
马先生今年67岁了，他由于左
腿半月板磨损严重，膝关节已

经出现弯曲，马先生的孩子也
是学医的，孩子跟他商量过好
几次要给他做手术，老人怕花
钱就一直没做。

“这在中老年人群中十
分常见，我们医院每天都会
遇到”济南骨科医院李守斌
主任告诉马先生，老人膝关
节的半月板一侧磨损，导致
关节发生歪曲变形，一般病
情不严重可以药物加微创治
疗，但也只是减轻症状。要想
彻底治好，需置换关节，“手
术很简单，一小时做完，两天
就可以下床走路。”

一个村十几名股
骨头坏死患者

“康复一个患者，其实就是
在帮助一个家庭”，李守斌介
绍，由于诸多原因导致了股骨
头坏死，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
常生活，尤其是贫困家庭患者，
在心理和经济上都承受了很大
的负担。“往往有些患者因为治
疗费用太高而不去医院，殊不
知病情越拖越重，甚至无法自
理，往往最后变成了家里的一
把‘锁’。”

肥城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救助活
动得到了肥城市委副书记王立
军批示，争取让当地股骨头患
者受益。“我们经过排查，发现
湖屯镇的股骨头坏死患者比较
多，不少都是因病致贫，成了村
里的贫困户。每一个患者背后
都是一个家庭，有的甚至是家
里的顶梁柱，严重影响到正常
生产务工。”该工作人员表示，
此次救助活动，能在治疗上极
大减少贫困人员经济负担。

湖屯镇副镇长刘大龙表
示，前期经过排查，全镇共有979
户贫困户，其中上报的股骨头坏
死患者就有21户，而这里面仅仅
东湖西一个村就占十几个，所以
筛查活动选在了这个村进行。

“感谢齐鲁晚报和济南骨科医院
举办的这次救助活动，切切实
实为村民带来了帮助。”

活动负责人介绍，此次健
康筛查是济南骨科医院“金拐
杖”股骨头坏死公益救助办公
室与肥城市扶贫办精准扶贫工
作紧密结合，通过健康筛查的
方式，集中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切实做好特困，贫困
患者的救助名额的落实。

据了解，为广大的股骨头
坏死患者提供医疗救助，让更
多的家庭远离股骨头坏死疾病
的困扰。7月28日，齐鲁晚报联合
济南骨科医院共同发起了“金拐
杖”股骨头坏死救助公益活动，
设置救助资金100万元，对股骨
头坏死患者进行医疗救助。

由齐鲁晚报和
济南骨科医院联合
主办的“金拐杖”大
型股骨头坏死公益
救助活动启动以
来，受到了来自社
会各界的关注，8月
30日，经肥城市扶
贫办积极协调，联
系并邀请“金拐杖”
大型股骨头坏死公
益救助专家组来到
肥城市湖屯镇，为
当地村民进行股骨
头坏死健康筛查。

济南骨科医

院李守斌主任在为

村民做检查。

本报记者 焦

守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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