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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一病区主任王伟：

““医医生生面面对对生生命命要要有有敬敬畏畏感感””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实习生 王孜一

抢救重症，连续13天
住在病房

掐指算来，今年是王伟从医
的第35个年头。

35年前，王伟从山东医科大
学(现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没
有丝毫犹豫，他来到山东省结核
病防治院(现山东省胸科医院)，
选择了胸外科专业。

王伟喜欢胸外科专业，这些
年一直未变。如果当时的喜欢是

被胸外科前沿和高端的技术所吸
引，那么现在的喜欢则是已经深
入骨子里深深地热爱。每当遇到
重症患者，身为科主任的王伟总
是身先士卒冲在一线，不错过任
何一点希望。

病房曾住进一位淄博的72岁
肺癌病人。因为手术创伤，再加上
过敏体质，病人发生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ARDS)，出现呼吸衰弱
的症状。这一并发症死亡率高达
70%。

王伟立即带领同事对病人展
开了紧急抢救，虽然病人有所恢
复，但由于年龄大、病情重，仍处
于高危状态。为确保病人安全，王

伟吃住在医院，上午手术结束后，
就到病房看护，调整呼吸参数，累
了就在旁边沙发上卧一会儿。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13天，病
人肺部情况终于稳定了，最终康
复出院。王伟紧绷的神经这才松
了下来，踏出病房楼，那天的阳光
格外刺眼。

“不仅要懂专业，还
要会沟通”

在胸外科这些年，这样的危
重病人非常多，“我们要对得起病
人的信任，把病交给你，就是把生
命托付与你，面对生命要有敬畏

感”，王伟时常这样告诫年轻医
生。

35年来，他不断攀登，求索创
新，在胸部疾病诊治、气管支气管
外科、肺癌综合治疗、纵隔肿瘤等
方面达到省内一流水平。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很
多医院应用的腋下微创剖胸切
口，正是出自山东省胸科医院胸
外科。胸外科自上世纪90年代初
开始为部分年轻女病人、肺功能
差的高龄病人采用自行设计的腋
下微创剖胸切口，因科学、实用，
创伤小、出血少、不切断肋骨、刀
口美观等特点，被大力推广并广
泛应用于医院胸外科临床，现已
成为胸外科的常规开胸术式。

作为医院胸外科学科带头
人，在王伟的带领下，科室被打造
成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奠定了山
东省胸科医院胸外科在省内的领
先地位。

胸医名家

“面对生命，一定要有敬畏感”，这是王伟最常说的话。他心系
患者，为抢救重症病人曾连续13天吃住在病房；作为医院胸外科学
科带头人，他把科室一步步打造成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他探索创
新，自行设计的腋下微创剖胸切口，经过二十多年应用，广泛应用
于胸外科临床并在全国推广。

王伟，山东省胸科医院
胸外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
师。山东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胸外科)学术带头人，山东
省医学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专业特长：在气管、支气
管外科、胸部肿瘤外科、结核
外科、胸腔镜及胸部手术围
术期的诊疗方面，均有较深
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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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医药资讯

目眩和头晕医学上统称
为眩晕，是由于某些疾病导
致脑组织长期缺血(或氧)的
营养供应而出现的控制身体
平衡系统的脑神经功能紊乱。
眩晕，晕在表面，根在内部，对
人体的危害极大，如不及时治
疗，极易形成脑溢血、冠心
病、老年痴呆等重大疾病！

健脑益气片是国家药监
局 审 批 的 国 药 准 字 号
(B20020076)专门针对各种眩
晕症的纯中药专业治疗药
品。具有益气，升阳，健脑功
能。方中黄芪、川穹、蔓荆子、

白芷、黄柏等20余味大组方
能够全面调理脏腑，恢复脑
神经机能，清肝养血，化痰袪
阻，抓住病根从根本上治疗
眩晕。健脑益气片适用于老
年及过度疲劳所致的头晕目
眩、神疲倦怠、心悸、气短及
美尼尔氏综合征，脑动脉硬
化，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植
物神经紊乱等，上市多年，效
果确切。

健脑益气片每天一次，脱
离眩晕这颗定时炸弹，整个人
神清气爽，重享健康生活。

去眩热线：400 700 8825

眩眩晕晕，，身身体体发发出出的的危危险险信信号号

民间中医王立财痴迷医学
40年身怀绝技，他观舌形、听心
脏，诊治心脑毫厘不差，被称为

“活B超”。众所周知，王立财研
发的老胃病食疗方，腰突、颈椎
病外敷方畅销十余年获国家专
利。近日，王立财研发中医偏
方，三服药巧治心脑血管狭窄、
梗塞、心脏肥大、心脏瓣膜关闭
不全，预防心梗、脑梗获得突
破，现该方已通过权威医院临
床 试 验 并 获 得 国 家 专 利
2015104033761(可登国家知识
产权局网查询)王立财也被列
入《世界人物辞海》并被誉为中
医奇人，该方问世填补了心脏
瓣膜病无药可用的医学空白。

王立财结合专利及临床，
精选酸枣仁等药食同源之物，
使用中药提纯技术，研发养心
护脑食疗方“酸枣仁汤”提纯为
固体饮料。重症心脏顽疾，凡不
愿做支架搭桥、换瓣膜手术者，
均可调养。一般患者一服药(15
天，1930元)倍感舒适，3服药后
可到三甲医院做心脏彩超对
比。现王立财小偏方“省中医店”
举办防心梗脑梗、千人养心计
划，速拨0531—86666626预约。
王立财承诺：患者得病已很痛
苦，本人以诚信为先，绝不欺骗
百姓，也请康复者帮我宣传！因
该方使用部分野生中药材，一般
患者服用3到6天可立竿见影。

老老中中医医三三服服药药叫叫板板““心心脏脏顽顽疾疾””
胸闷气短、失眠烦躁、心绞痛……老中医巧调养成民间一绝

心理健康大讲堂关注“正确面对压力”

总总是是感感觉觉压压力力山山大大，，该该怎怎么么办办？？

本报济南9月10日讯(记者
陈晓丽) 学习成绩、绩效考

核、孩子教育、人际关系……这
些问题共同织成了一张让人无
处可藏的压力大网。面对生活
中这些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可
能带来心理和生理上的种种问
题。为此，9月21日(周五)本报
和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主办的
心理健康大讲堂邀请山东省精
神卫生中心心理专家王洪军开
讲“如何正确面对工作生活中
的压力”。广大读者可于当天下
午两点半到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门诊楼四楼412会议室参加。

伴随社会经济的加速发
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压力也随之而至，包括小
学生、白领和老人在内的所

有人，都感觉压力不小。其
实，适当的压力可以提升效
率，促进我们更好地学习和
工作，然而压力过大，其造成
的危害不容忽视。

压力过大不仅会导致心理
上的紧张、焦虑、信心不足，时
间长了还会影响个体的学习和
工作能力，甚至产生退缩行为，
例如厌学、逃学等。严重者会出
现情绪改变、烦躁、易怒，甚至
引发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焦虑
症等。此外，压力过大还可导致
免疫功能失调，内分泌紊乱，影
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诱发或加
重失眠、高血压病、冠心病，甚
至癌症。

在面对压力过大的困扰
时，很少有人能想到这是需
要和医生沟通的问题。而专
家表示，我们不能仅仅选择
默默承受，而应该积极寻求
医学帮助，到正规专业机构
咨 询 专 业 医 生 进 行 心 理 评
估，接受包括心理疏导在内
的综合干预方案。

为此，9月21日下午两点半

心理健康大讲堂，王洪军将开
讲“远离失眠 健康生活”，广
大读者可关注本报官方微信公
众号“齐鲁健康大讲堂”(微信
号和二维码)留言报名参加。活
动现场，专家还将现场解答读
者的提问。

本次心理健康大讲堂讲座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49号(市民可乘坐18路、K59
路、75路、110路、123路到文化
东路燕子山路站下车,文化东
路路北)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门诊楼四楼412会议室。

专家简介：王洪军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副主
任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二病
区科副主任。从事精神科临床
工作19年，侧重心理治疗方向
11年，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及临
床治疗经验丰富，善长于药物
结合心理治疗处理焦虑、抑郁、
强迫、失眠、无原因的身体不适
以及长期苦闷、人际关系不良
等心理问题。

山东口腔医疗机构品牌榜开评

看看牙牙哪哪家家最最靠靠谱谱？？快快来来投投票票吧吧
本报济南9月10日讯(记者

焦守广) 口腔健康是世界
卫生组织确定的人体健康十大
标准之一，是反映人体健康和
生命质量的一面镜子。9月20日
爱牙日来临之际，齐鲁晚报启
动“品牌照齐鲁——— 山东口腔
机构医疗品牌榜”评选暨爱牙
日特别报道活动。

根据调查显示，在我国有
90%的人不同程度地被口腔问
题所困扰。社会在发展，人们的
爱牙、护牙需求与日俱增。伴随
着人们需求的增长，市场上各
类口腔医疗机构、诊所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济南市卫计委登
记信息显示，济南市拥有各类
口腔诊所300家左右，其中还不
包括各大综合医院中的口腔
科。

面对如此众多的口腔医疗

机构，市民在平时就医该如何
选择？哪些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这是人们普遍遇到的问题。

“忍了好长时间了，吃饭也
受到影响”，市民孙女士因为缺
牙，而影响周边的牙齿健康，引
发了严重牙齿疾病，在孩子的
劝说下，才答应就医。可是市场
上口腔医疗机构扎堆，技术水
平参差不齐，价格更是千差万
别，选择起来一时犯了难。

为了宣传爱牙护牙知识，
同时为广大市民提供参考，在9
月20日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
齐鲁晚报特启动“品牌照齐
鲁——— 山东口腔机构品牌榜”
评选暨爱牙日特别报道活动。

活动将通过公众投票、居
民体验、专家评审等环节，评选
出百姓心中的山东口腔机构品
牌榜，同时专题报道口腔健康

专业知识，为广大市民选择口
腔治疗和口腔医疗机构提供一
定参考。其间，还将推出爱牙日
特别报道，同时征集市民代表
对各个口腔机构进行体验。

参与投票可扫描下方二维
码。另外，如果您有不满意的口
腔就诊经历或是其他意见或建
议，欢迎关注齐鲁晚报健康微
信 公 众 号“ e 养 山 东 ”
(eysd2018)，在后台留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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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齐鲁心理健康大讲堂

容易与乳癌混淆

患患浆浆乳乳，，反反复复不不愈愈苦苦恼恼多多
“我前不久右侧乳房被

孩子蹬了一下，一夜之间出
现巨大硬块并且大面积红
肿，输液治疗二十余天，硬块
未见缩小，再去检查告诉我
可能是乳癌……”

在济南乳腺病医院，市
民张女士向吴立梅主任诉说
病情。通过详细检查，张女士
的检查结果基本判断为浆细
胞性乳腺炎 (以下简称浆
乳)。吴主任介绍：浆乳大体
有如下症状：乳房肿块、红
肿、破溃、流脓，反复不愈，给

患者带来很大痛苦，因此有
一个不雅的外号———“不死
癌”。

“传统的治疗周期长，还
需要定期换药，容易反复发
作，迁延不愈，给患者带来很
大痛苦。”济南乳腺病医院总
结出一套“左乳病灶清除术
+内部腺体整复术+乳头内
陷矫正术+原位皮瓣转移
术”的手术方案，手术不仅有
效祛除了病灶还修正乳头内
陷和皮瓣整形，有效保证了
乳房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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