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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消化化道道重重症症的的““最最后后一一道道防防线线””
——— 山东省立医院消化内科发展纪实

——— 重点专科发展纪实
百廿省医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李静静

山东省立医院消化内科是
省内最早建立的消化科，经过全
国知名的消化专家冯宏、朱菊人
等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
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现代化消
化病临床诊疗中心。在患者的心
目中，这里是全省消化道疾病的

“最后一道防线”。消化道内镜和
介入等领域众多技术突破的“第
一台”都在这里完成。2016年，世
界顶级的梅奥医院访问山东省
立医院消化内科，他们发现，在
消化道领域中的一些技术，这里
的开展都要早于梅奥。

创省内消化内镜
领域多个第一次

山东是一个消化道疾病，尤
其是消化道肿瘤大省。已发展成
省级重点学科的省立医院消化
内科，在救治全省患者的同时，
也承担着技术引领提升的重任。

内窥镜技术因为使微创得
以实现，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只
眼”。在内窥镜中的两大技
术——— ESD(黏膜下剥离)技术
和隧道技术方面，省立医院都走
在了国内前列。

使用ESD粘膜下剥离术，让
以往创伤非常大的早期胃癌手
术，使用胃镜就可以完成；不仅
患者器官可以保留，功能不受影
响，手术清除的程度与大的开刀
手术并无二致。

2012年，省立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刘吉勇带领团队开展了省

内第一台隧道技术手术，用于治
疗贲门失弛缓。所谓隧道技术，
顾名思义就是在肌肉上“挖个隧
道”，解决贲门痉挛食物无法下
落的问题。这一技术还被应用到
更多领域，众多黏膜下的肿瘤仅
打个洞就可以把肿瘤切除了。

“以往可能一周才可以拆线，现
在患者三四天就能出院了。”刘
吉勇介绍说。

在省立医院消化科，拥有一
项省内唯一，甚至国内也少有医
院可以开展的杀手锏——— tipps
技术。

2017年，一位中年患者因为
肝癌肝硬化造成消化道大出血，
压力达到50毫米汞柱，“患者不
停吐血，胃镜进入腹腔一看全是
血块。”如果不能止血，即刻就有
生命危险。在这种危急时刻，省
立消化内科团队，应用TIPPS技
术，在患者肝脏的门静脉和肝静
脉一侧重新“开道”，放入支架，

让血液分流，减轻了压力，这样
大出血很快止住了。

消化道疑难重症
“最后防线”

2016年，淄博一名年轻姑娘
因为患克罗恩病(一种肠道疾
病，被称为良性病中的癌症)，
120斤的体重降到只有60斤，家
人将其送到北京一家大医院，大
夫也只能劝家属把患者带回来。
当送到省立医院消化内科的时
候，患者已经严重贫血，高烧，一
天腹泻二三十次，已经生命垂
危。“你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家属苦苦哀求。

这个时候，必须拿出个性化
甚至需要决断的诊疗方案，才有
可能扭转乾坤。这时候，省立消
化内科团队决定承担风险，奋力
一搏。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奇迹
出现了，这名被多家医院判死刑

的姑娘康复了，不久之后就重新
上班，在第二年还成功怀上了孩
子。

在一项2012年省立医院消
化内科疑难病诊治的统计数据
中我们看到，这里贲门失弛缓
症、腹膜炎等疾病治愈好转率达
到100%；消化道出血、腹水原因
待查、布加综合征、胆道良恶性
肿瘤的治愈好转率都达到98%
以上；腹膜肿瘤、胰腺癌等治愈
好转率也分别达到58%和80%。

科室简介：山东省立医院消
化科以消化系统疑难病诊治、危
重病抢救、消化介入、内镜技术
创新为特色，现已发展成集临
床、科研为一体的泰山学者岗位
和省级重点学科、省卫生厅重点
专科。科室拥有床位139张，拥有
泰山学者1人，山东省医学会分
会主委2人，副主委3人，博士生
导师4人，主任医师(教授)19名，
其中博士学位10人。

德德州州重重症症母母子子获获爱爱心心捐捐款款超超77万万
因病情过重，张立帅需进京手术治疗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记者
孔雨童 王倩) 24日，本报报

道了德州王秀菊、张立帅母子一
个患肺癌，一个患脊柱侧弯呼吸
衰竭，因家庭贫困都想放弃治疗
把生的机会留给彼此的故事。连
日来，母子俩接到社会各界的爱
心捐助超过7万元。29日，张立帅
来到山东省立医院脊柱外科进
行检查，医生表示，由于病情过
重，张立帅或需要上京求医才能
挽救生命。

报道发出后，社会各界的
“爱心”持续关注着这一对母子。
王秀菊所在的山东省肿瘤医院
的医护人员们继前几日陆续捐
款近万元后，她所在的内八科病
区主任、副主任及几名医护人员
又为其捐出3000元。

28日，山东创新腐殖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广明和
聊城鲁西抗癌俱乐部会长刘洪
深也从聊城驱车来到济南，送来
2600元善款和近万元的用以化
疗后提升免疫的口服液。张立帅
所在乡和村的工作人员也第二
次来看望张立帅母子，送来5000

元捐款，并表示已经向县里申报
对母子俩进一步的帮扶。

由于呼吸困难已经越来越严
重，29日一大早，张立帅来到山东
省立医院脊柱外科进行检查。在
等待的时间中，他面带笑容，兴奋
地跟记者说着这几天那么多好心
人带给母子俩的感动。张立帅说，
如果自己能够好起来，那以后自
己就可以通过写毛笔字赚钱，他
相信自己可以靠写字养活自己和
母亲，“虽然没有专业的老师指
导，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练习毛笔
字，我看到有人卖字一年也能赚
两三万块钱。”说起这些的时候，

张立帅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但下午的结果还是给张立
帅泼了一盆冷水。接诊大夫蒋振
松介绍，张立帅心肺功能太差，
加上之前因脊柱压迫发生过两
次严重的并发症，可能需要去北
京才有希望完成手术，蒋振松给
张立帅推荐了北京协和医院的
仇建国教授。“不知道怎么办。”
站在省立医院门诊大厅里，张立
帅有些茫然。走一百多米就气喘
吁吁的张立帅说，“我妈还需要
照顾，我怎么去北京呢，也不知
道需要多少钱……”

为了一个晚期肺癌母亲的
心愿，为了让这个家庭不至于陷
入绝境，本报发起的对张立帅母
子的捐助还在继续。更多信息，
可关注齐鲁晚报抗癌公众号“癌
Ai不孤单”(扫描下方二维码)

张 立 帅 手 机 、微 信
15820069949

银行卡号：6221 8846 8102
0037 739(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原县尹屯营业所)

葛医药资讯

脑脑萎萎缩缩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脑萎缩是脑组织细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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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病的理想药物。
愿患者用后整个人焕然一
新，重享健康生活！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桂药广审（文）第2016120192号
专利号：ZL200510004868X

首首家家中中医医经经典典科科启启用用并并义义诊诊

本报济南1 1月2 9日讯
(记者 陈晓丽 ) 山东省
中 医 院 特 设“ 中 医 经 典
科”，将于2017年12月1日正
式开科。当日该院还将举行
大型爱心义诊活动及健康
生活大讲座。

据介绍，中医经典科是
集临床、教学、科研、养生于
一体，中医特色鲜明的专业
临床科室，是我省首家中医
经典专业学科。设立中医经
典病房和疑难病诊疗中心
两部分。

科室以丁元庆教授为

学科带头人，强调发挥传统
中医优势，尤重经典，倡导
应用经方与传统中医特色
诊疗技术诊治疑难病与难
治病，保证中医百分之百参
与治疗率。深化治未病理
念，注重体质辨识，重在预
防，防治结合。

启用当天还将进行义
诊。义诊时间：12月1日上午，
9:00-11:00。义诊地点：东院区
扁鹊楼一楼北厅。义诊内
容：免费专家咨询，耳穴压
豆，精美礼品，经典中医宣
传册。

2255名名贫贫困困““肾肾友友””获获救救助助红红包包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记者
焦守广 通讯员 王凤华)
11月29日，25名贫困亲体肾移

植病人获慈善救助红包。
据了解，为减轻贫困尿

毒症患者的经济负担，山东
省立医院与山东省慈善总
会领导积极联系后，贫困尿
毒症患者亲体肾移植病人
救助项目于2013年落户山东
省立医院，为符合条件的亲

体肾移植病人提供手术费
救助，经审核评估后每人救
助1万-3万元。截至目前，项
目已经救助贫困患者94人，救
助金额125万。医院社工与肾
移植科同时启动了“亲缘”肾
友会，通过专业社工的辅导介
入，增加病友之间的互动，加
强同伴教育，扩大社会支持，
促进了病人社会功能的恢复，
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百百余余次次无无偿偿献献血血 四四千千小小时时志志愿愿服服务务

近日，烟台市中心

血站机采科迎来了一位

“老面孔”李升亭。目前，

他献血120余次，街头志

愿服务4000多小时。

人生能有多少了个
120次，120次成分献血至

少有120个针眼，如果加

上献血前采样的针眼，

至少也有200多个针眼；

那布满颗颗白色圆点的

胳膊，连接着生命的重

托，传递着无私的爱心！
(于磊 摄)

重症母子都想放弃治疗

张立帅到山东省立医院接受

检查。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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