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 3日 (本周五 )，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肿瘤科知名专
家、硕士生导师梁业民教授
将在世博高新医院坐诊。有
肿瘤疾病患者可提前预约，
并 抓 紧 时 间 到 世 博 高 新 医
院，请齐鲁医院专家诊治。

世博高新医院作为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合作医院，与齐
鲁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齐鲁医院每周都会派不同
专业的知名专家在世博高新

医院坐诊，让淄博患者足不出
市享受先进医疗服务。

梁业民，男，1 9 6 3 年出
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肿瘤
中心放疗科主任医师，硕士
生导师。1 9 8 8年毕业于青岛
医学院；2 0 0 0年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进修一
年；2 0 0 2年晋升为副主任医
师；2014年9月晋升为主任医
师。

现从事肿瘤的放射治疗

工作。尤其擅长肺癌、食管
癌、直肠癌、乳腺癌及头颈
部肿瘤等的放射治疗及综合
治疗。精通适形精确放疗和
调强精确放疗。对于放疗中
肿瘤增敏及正常组织保护有
较深入的研究。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山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参
与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发表科研论文 3 0 余篇，

其中第一作者发表SC I收录
论文6篇。参编著作4部。

梁业民教授从事临床工
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
疗经验。对待患者，梁业民
教授总是抱着最热情的态度
和为患者负责的信念，为无
数 患 者 送 去 了 健 康 。本 周
五，梁业民教授将来到淄博
世博高新医院坐诊，有肿瘤
疾病的患者可足不出市，便
享受专家的医疗服务，

齐齐鲁鲁医医院院肿肿瘤瘤科科梁梁业业民民周周五五来来淄淄坐坐诊诊

4月13日至14日(本周五周
六)上午9：30，山东省肿瘤医院
专家团队将在世博高新医院举
行大型肿瘤义诊。省肿瘤医院
四位知名专家教授齐聚淄博，
涵盖了肿瘤外科、内科、放疗、
影像等专业，为患者提供综合
肿瘤治疗方案。

世博高新医院是山东省
肿瘤医院合作医院。山东省

肿瘤医院派专家团队到世博
高新医院坐诊，减少淄博患
者 去 外 地 市 治 疗 的 奔 波 之
苦，使其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到国际和国内的先进诊疗
技术。据介绍，省肿瘤医院专
家 义 诊 免 收 挂 号 费 和 专 家
费。同时，在肿瘤义诊期间，
乙肝五项定量检测、肿瘤标
记物筛查、呼吸系统肺肿瘤

标记物、肝癌肿瘤标记物筛
查、消化系统肿瘤标记物筛
查全部6折优惠。

目前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
已在世博高新医院举行了多次
义诊，为众多肿瘤患者解除了
疾病困扰，不少周边区县的肿
瘤患者也慕名到世博高新医院
找省肿瘤医院专家诊治。

肿瘤治疗是一个异常复

杂的过程，需要内科、外科、
介入科、放疗科、病理科、影
像科等协同合作，才能实现
肿瘤治疗效果最大化。省肿
瘤医院引领肿瘤治疗进入综
合治疗时代。多学科专家对
病情进行全面评估后，再制
定个体化诊断和治疗方案，
从而达到最佳治疗效果，让
肿瘤患者治疗少走弯路。

到世博高新医院参加义诊
的省肿瘤医院专家包括了肿瘤
内科外科，影像和放疗等专业，
涵盖了肿瘤的诊断和各种治疗
方式。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将
为肿瘤患者进行全面综合评
估，提供最佳治疗方案。如果您
有肿瘤方面的困惑，抓紧时间
去世博高新医院找省肿瘤医院
专家诊治。

省省肿肿瘤瘤医医院院专专家家本本周周淄淄博博义义诊诊
免挂号费专家费 涵盖肿瘤外科内科放疗影像等专业 肿瘤标记物筛查6折优惠

4月1日至4月30日，世博
高新医院开展大肠肿瘤检查
活动。本次大肠肿瘤检查为
结肠镜检查，以左半结肠为
主，年龄40岁以上(有息肉、肿
瘤家族史的可放宽至35岁)人
群，可参加此次检查活动。

为了给患者提供方便，
同时减轻其经济负担，本次
检查优惠力度空前。本次大
肠肿瘤检查项目包含术前血
常规、心电图、凝血四项、感
染四项检查，肠道准备 (含药

物 )和肠镜检查。普通肠镜检
查原价840元，现在只需要260
元。无痛肠镜检查(含麻醉)原
价 1 6 4 0元，普查期间只需要
480元。

痔疮、便血可能是肠肿瘤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大肠癌在我国发病率上
升很快。目前我国去医院就
诊的大肠癌患者以中、晚期
居多。

其中，便血是恶性肠肿

瘤的明显症状之一。然而很
多人缺乏一种正视便血的态
度，有人发现便血却当成痔
疮置之不理。出现便血症状
后，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显
得尤为重要。

近些年，随着每年推行
的肠肿瘤民心筛查的推进，
市民定期肠肿瘤筛查的意识
也越来越强。本次大肠肿瘤
筛查，引进结肠镜检查，与资
深专家指诊进行完美结合，
能快速、清晰地发现肛门的

任何细微病变，准确诊断后
配合肛肠专家共同会诊给出
最好方案。

定期检查排除肿瘤风险

对于比肠肿瘤发病率高
得多的痔疮，人们更是习惯
性忽视。在很多人的观念里，
虽然意识到“十人九痔”的高
发病率，却往往忽视治疗，造
成“十痔九不治”的现状。

对此，世博高新医院内
镜中心专家特别提醒大家：

内痔和肠肿瘤早期一般以无
痛便血为主，血液呈鲜红色
或暗红色。最好第一时间到
正规医院做检查，以免错过
最佳治疗时期。

通过早期筛查和规范治
疗，恶性肠肿瘤生存率可得
到改善。大肠疾病尽早发现，
治疗康复率极高。应根据痔
疮 不 同 时 期 进 行 针 对 性 治
疗，包括药物治疗和无刀除
痔等，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
果。

注注意意！！便便血血可可能能不不是是痔痔疮疮而而是是肿肿瘤瘤
世博高新医院开展大肠肿瘤筛查 邀您一起来 报名电话2326666

“一天能小便十几次，每次
都尿不干净，老爷子总喊小肚
子涨得难受，却排不出来，看他
太痛苦了。”本以为是普通的尿
路感染，没想到竟然是尿潴留。
今年67岁的刘大爷近日遇上了
排尿困难的难题。在偏瘫、高血
压、颅底骨折、残余尿量大等多
种基础病的情况下，世博高新
医院外科临床医学中心先为刘
大爷实施了膀胱造瘘手术，先
缓解刘大爷痛苦。

一天小便十余次

老人直喊难受

今年67岁的刘大爷是淄博
人。二三十年前突发脑出血，从
此他右侧肢体便不能活动了，
老人平日里除了卧床就是坐轮
椅，说话也不太利索了，家人一
直精心照料。2018年春节后的

一天，老人本打算自己拿个东
西，不成想一下子从轮椅上跌
落了下来，造成了颅底骨折。由
于老人年龄偏大，身体也不太
好，医生建议老人保守治疗，好
好养伤。老人一直便卧床休息。

近日，一直病情比较稳
定的刘大爷要求小便的次数
越来越多。“一开始白天一天
五六次，后来一天七八次，我
们以为是普通的尿路感染。
但最近小便次数多了，一天
能小便十几次，每次只尿一
点点。老人也特别痛苦，就指
着小肚子说涨，难受。我们这
不赶紧来医院看看。”刘大爷
的家人说道。

残余尿量是正常的10倍

先行造瘘手术缓解痛苦

来到世博高新医院后，普

外科王教华主任为刘大爷做了
诊断。一系列检查结果显示，老
人前列腺增生肥大导致了尿
频、尿不净的尿潴留问题，在医
学上统称为尿梗阻。并不是之
前老人家人以为的尿路感染。

“这是60岁以上男性的常见病，
也可以说是老人功能褪变等原
因引起的。在以前，这种病一般
都是施行前列腺摘除手术，创
伤面大，出血多，给病人造成很
大痛苦。现在我们可以为患者
施行前列腺增生旋切手术，把
肥大的部分切除，就能解决患
者尿梗阻的问题，这是一个微
创手术，创伤小，出血少，病人
痛苦也小。”普外科王教华主任
说道。

但是，经过一系列检查，
目前刘大爷的身体情况还不具
备施行前列腺旋切手术的条
件。“老人近期颅底骨折了，需

要保守治疗，观察3个月，不能
施行手术。此外，老人积累的残
余尿量太多，大约有380毫升，
是正常残余尿量的10倍左右。
如果一意孤行施行旋切手术的
话，容易导致老人尿失禁等后
遗症。”普外科王教华主任说
道。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同时
又能缓解病人痛苦，世博高新
医院普外科医护人员为患者刘
大爷暂时施行了膀胱造瘘手
术。

据介绍，普外科王教华主
任穿刺患者膀胱后，利用直径8
毫米的导尿管，将患者的残余
尿排出了体外。患者刘大爷瞬
间就感觉轻松了许多。“现在老
人还在保守治疗阶段，等颅底
骨折情况好转，达到手术条件
了，我们再为患者施行前列腺
增生旋切手术，以长久地解决
老人尿梗阻的问题。”普外科专

家说道。

尿频多以为尿路感染

有可能是前列腺疾病

据世博高新医院普外科王
教华主任介绍，很多人以为尿
频尿急尿不干净可能是由于尿
路感染、尿路炎症导致的。其
实，有时候很可能是前列前增
生肥大导致的尿潴留。“这两种
疾病的症状都很类似，但从症
状来看不容易区分。但不能以
为是尿路感染就不重视，一定
要及时就诊。”普外科专家说
道，“像是尿潴留问题，如果耽
误诊治，膀胱长期压迫神经，严
重的话就导致肾功能衰竭，永
久性尿失禁。一旦严重了，即使
做了前列前增生旋切手术，其
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如果有
尿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诊治。

一一天天小小便便十十几几次次 残残余余尿尿量量仍仍很很多多
老人患上尿潴留，世博高新医院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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