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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免疫疫治治疗疗进进入入个个体体化化时时代代
——— 山东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王小蒙
通讯员 成海燕

自2001年建科直到成为省内
风湿专科龙头科室，山东省立医
院风湿免疫科用了16年的时间。
省内最早引入免疫吸附疗法，创
新多靶点联合治疗理念，使得复
杂的免疫系统疾病，得到快速缓
解和有效控制。

最早引入免疫吸附疗法

今年30岁的梁女士，被系统
性红斑狼疮“缠身”四年。去年3
月，梁女士在山东省立医院风湿

免疫科接受了免疫吸附治疗，两
天以后就感觉症状明显减轻，后
来经激素、免疫抑制剂规律治疗，
梁女士病情进一步好转。

山东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在
省内率先开展免疫吸附治疗技
术，对于用常规治疗效果不佳或
无效、对激素抵抗或使用环磷酰
胺有禁忌症的重症系统性红斑狼
疮患者，采用免疫吸附治疗，造福
了广大患者。

据介绍，免疫吸附疗法是在
血浆置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
技术。该技术为重症免疫病患者，
尤其是传统药物治疗无效，或效
果不理想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
望，进一步提高了重症患者生存
率。

省立医院风免科主任孙红胜
介绍，部分重症、激素无效的类风
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患者，亦
取得了让人满意的效果。

联合用药个体化治
疗已惠及三万人次

在孙红胜看来，免疫系统是
个很复杂的网络系统，免疫系统
疾病不是一个单环境因素“作
祟”，因此治疗上存在一定难度。

省立风湿免疫科这个专业团
队凭借几十年的丰富治疗经验给
出了答案。三年前，孙红胜提出多
靶点联合治疗的理念，即联合用
药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

多靶点联合治疗减少了每个
环节单独用药的剂量，在增加疗
效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单药所产
生的副作用。

“长期使用单药不仅会增加
患者负担，甚至会损害肝功能，而
多靶点联合治疗之下，像对女性
月经紊乱和男性无精的副作用大
大下降。”孙红胜说，目前多靶点

联合治疗已经惠及三万多人次红
斑狼疮患者。

16年发展，成为省
内最大风湿专科

创建于2001年7月的山东省
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在学科带头
人张源朝教授的带领下，经过16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山东省内风
湿免疫科医师队伍最大、梯队合
理、规模最大的龙头科室。

据介绍，目前该科有医师共
16人，其中教授、主任医师2人，副
主任医师5人，主治医师10人，均
为博士或硕士，拥有博士生导师1
名，硕士生导师2名。

在孙红胜带领下的风湿免疫
科，还发展成为山东省临床重点
专科，还是山东省风湿免疫病疑
难危重病诊治中心和协助各专科
免疫性疾病诊治的会诊中心。

目前该科承担国家自然基金
课题3项，省科技攻关及省自然基
金课题20余项。

科室简介

山东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创
建于2001年7月，现有床位64张，医
师16人，是山东省内医疗队伍最
强、人员梯队合理、临床规模较大
的龙头科室，保持着山东省最大
的风湿病年门诊量和出入院量，
是山东省疑难危重症风湿病的诊
治中心。科室拥有省内规模最大、
装备最先进的免疫病诊断实验
室，获“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实验
室”称号，实验室配有荧光显微
镜、倒置显微镜、实时定量PCR仪、
酶标仪、洗板机等固定资产近百
万元的先进实验设备，除开展临
床实验诊断外，还承担着临床科
研及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老老胃胃病病，，中中医医食食疗疗有有妙妙招招

秋季，胃肠病易高发恶
变，反复发作者不可掉以轻
心。《黄帝内经》认为胃主受
纳，脾主运化。脾胃不好易引
发气血亏虚、食管炎、肠炎、
失眠健忘、乏力等症，甚至引
发恶化癌变！被誉为民间中
医食疗达人的王立财说，“喜
冷食、饮食不规律、长期大量
服药是导致老胃病的重要因
素。我们用‘做减法’方式调
养胃肠，最大限度减少用药，
降低对胃肠刺激。反复发作
者不妨试试我的食疗方！”

据悉，王立财1955年出
生于吉林通化，17岁从医，擅

长治疗老胃病、颈腰椎病(另
有睡觉疗法480元)。他痴迷
中医40余年，开方下药与众
不同,已获近10项国家专利，成
食疗巨匠。据悉，王立财精选
鸡内金高度提纯研发出老胃
病食疗方，可直敷胃壁,快速激
活胃底神经。急慢性胃炎和胃
及十二指肠溃疡、糜烂萎缩等
均可调养。现该方已获国家专
利2008103020798，近日，胃肠
专利获得者即将抵济，为帮
患者康复，现230元寻重症及
半信半疑者试用，速到济南
市朝山街南口对面聚安堂小
偏方体验店咨询。

确保学生饮食安全

潍潍坊坊各各类类学学校校食食堂堂快快检检广广覆覆盖盖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记者

王小蒙) 近日，潍坊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学校食
堂快检广覆盖工程”现场推进
会。推进会上，潍坊对在全市推
行“学校食堂快检广覆盖工程”
给出了任务和时间表，这是潍
坊市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立下
的又一份军令状。

食品快速检测设备，能在
短时间内对食品中可能含有的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微生物、
重金属等进行检测，目前，潍坊
市在全市的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已实现快检全覆盖。为了杜
绝有毒有害食品危害广大师生
健康，潍坊提出“全市所有学校
食堂和幼儿园都要建立快检室
或配备快检箱，尽快完成学校
食堂快检广覆盖工作”的工作
要求。

潍坊市学校食堂快检广覆

盖初步拟定的时间表是：到
2018年6月底力争覆盖到各县
市区中心城区学校食堂和公办
托幼机构；到2018年年底全市
各级各类学校食堂快检室建设
基本完成。

据介绍，建设的标准是：就
餐人数5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
必须设立独立的快检室；就餐
人数500人以下的学校食堂配
备功能齐全的食品快检箱。

——— 重点专科发展纪实
百廿省医

葛医药资讯

本报见习记者 王倩

出现肛周问题一

定要及时就诊

肛门瘙痒对于一些人来说
似乎是个常见现象，尤其是在湿
热的天气或者在食用辛辣食物
之后。然而，肛门瘙痒有时却又
不能被忽视，李峰告诉记者，这
段时间，山东省立西院肛肠科接
诊的一些有肛门瘙痒症状的患
者中，有不少确诊为肠息肉，还
有严重者确诊为肠癌。

“肛门瘙痒是一种疾病的
提示。”李峰介绍说，但凡长期
的肛门瘙痒，总归会有一个原
因。除了部分是湿热天气或者
饮食刺激造成的瘙痒，还有
可能是重度的痔疮、肛瘘、肠
炎、肠息肉甚至肠癌引起的。

“因为这些问题会导致肛门闭

不严，肠黏液、分泌物渗出，导
致肛门的瘙痒。”

而疼痛则有可能是肛周脓
肿的前兆，李峰提醒大家，肛周
脓肿在最开始时并不严重，“初
期处于肛窦炎阶段时，患者可
能仅仅会有持续肛周隐痛的症
状，后来逐渐出现包块、红肿、
热痛等，如果治疗不及时，就会
发展成肛门脓肿，破溃后则可
能出现持续的流脓淌水，这时
候就成了肛瘘。”

肛瘘会导致肛门潮湿、肛
门瘙痒、裤头不洁等，而肛瘘反
复发作则容易导致肛门肌肉僵
硬，引起大便失禁；一些多年的
老病号由于炎症的反复刺激甚
至存在癌变的可能。在临床上，
李峰主任医师见过很多患者由
于就医不及时导致病情严重恶
化的。“出现肛周脓肿现象时一
定不要拖，病情越严重需要切
除的地方也会越多，自己受罪，

给手术也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便血则更要引起重视，“并

不是只有痔疮会引起便血,像
肛裂、结肠炎、直肠息肉、结
直肠癌等都会出现便血的症
状。”李峰建议,如果出现便血
症状,一定要到正规医院进行
检查 ,“出现便血一定不能马
虎,痔疮等病情较轻的症状用
药或射频等方法治疗,但是直
肠息肉和直结肠癌等较重的
症状则必须早期手术治疗,以
防危及生命。”

微创手术一周内

就可出院

由于工作压力大，请假不方
便，很多人出现肛周问题后都选
择一拖再拖，李峰表示，这种做
法既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也给
后期的治疗造成了困难。

“现在天气转凉，温度适
宜，非常适合做手术，所以一旦
出现肛周问题，一定要及时就
诊。”李峰告诉记者，山东省立
西院肛肠科的专家每天都会正
常坐诊和手术。“患者可以预约
住院。”

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充足
的时间住院手术,李峰说：“患
者可能对目前的治疗手段缺乏
了解,现在我院的手术基本都
是采用微创治疗。微创手术出
血少、痛苦小、手术时间短、术
后并发症少、恢复快,患者一周
左右就可出院。”

专家提醒：肛周问题不可轻视，小心拖成大毛病

微微创创手手术术一一周周可可出出院院
肛门瘙痒、疼痛甚至

便血出现在越来越多的
人身上，但是很多人都不
当回事，认为拖一拖就会
好，山东省立西院肛肠科
主任医师李峰提醒大家，
出现肛周问题一定要及
时就诊，“这些小问题一
定不可轻视，小心拖成大
毛病。”

北北京京眼眼科科专专家家周周日日来来济济坐坐诊诊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
本周日(10月15日)，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海
丽教授坐诊济南新视界眼科
医院，作为“北京大学眼科专
家济南工作室”专家组成员，
李海丽教授将为济南眼病患
者亲诊，并带来眼健康知识
讲座，即日起可预约，免费听
北京大牌名医普及眼健康知
识，享受国内眼科名医亲诊。

作为国内知名白内障和
屈光专家，李海丽教授擅长
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
眼表疾病等眼前节疾病的诊

治，师承我国著名角膜病专
家吴静安教授，尤擅长屈光
和白内障手术、角膜移植、羊
膜移植等。对干眼症的治疗
也有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
为数千名近视患者解除了戴
眼镜的烦恼，为内蒙古和山东
等地的贫困人群免费做白内
障手术近1500例。

即日起预约李海丽教
授，可享受白内障免费检查、
屈光手术最高减免4000元等
优惠，李海丽教授坐诊时间：
10月15日8:30-16:30，预约电
话：0531-55728888。

孝孝爱爱月月口口腔腔健健康康公公益益行行启启动动

“百善孝为先”，弘扬中华
民族敬老、孝老的传统美德，
实现“传承孝道、尊老爱老、老
有齿依、老有口福”的情怀。鉴
于此，“弘扬孝道·圣贝孝爱月
口腔健康公益行动”启动。

济南圣贝口腔亲骨种植
牙技术是当前更适合亚洲人
骨骼特质的技术，与人骨的
结合性好，使得愈合更快，固
位更稳。该技术还融入微创、
无痛、即拔即种、即刻负重等
高新科技，使得许多疑难种

植牙患者，在其快、准、精的
基础上快速获得一口好牙。

据悉，即日起所有参与
“弘扬孝道·圣贝孝爱月口腔
健康公益行动”的缺牙市民，
每颗种植牙将享受4000元的高
额补贴、780元免费口腔检查礼
包以及人寿种植牙保险。让缺
牙者享受优惠的同时保证种
植品质，缺牙市民赶紧致电
87878000申领或直接到历下
区明湖东路6号济南圣贝口
腔医院现场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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