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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运动突发气胸
男孩持续疼痛昏厥

“以后一定要注意，你太

高 了 ，可 不 要 再 剧 烈 运 动

了……”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东院区胸外科病房，传来关

切的声音。济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胸外科副主任蔡海波不断

叮嘱着，虽说东东已经康复准

备出院，但是仍放心不下这位

“巨人男孩”。

“谢谢您对我的治疗，以

后一定注意……”东东扬起稚

嫩的脸，眼中满是感激。回忆

起入院前的状况，东东显得有

些后怕：他在做完剧烈运动

后，突然感到右侧胸疼痛。起

初东东并没有在意，但持续剧

烈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一个

星期后，东东因疼痛倒地，并

导致昏厥，吓坏了的父母立即

将他被送到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救治。

“刚到医院时，东东一脸

憔悴，面色苍白，身体状况较

差。”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胸

外科主治医师李志介绍，通

过系统的检查，东东被确诊

为右侧自发性气胸，由于他

先天发育过快、身高过高，在

剧烈活动之后导致右侧肺大

泡破裂。

“全方位的风险评估后，

我们发现患者的心肺功能较

好，耐受力较强。”看着痛苦中

的东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胸外科医疗团队果断决定：打

破传统手术模式，为东东紧急

实施胸腔镜tubless手术。

专家实施tubless手术
患者术后当日即康复

确定手术方案后，东东被

推进手术室，短短半小时后他

就在没人搀扶的情况下慢慢

走出手术室，用东东自己的话

说：“感觉像睡了一觉，醒来胸

就不痛了。”

“如果运用传统手术模

式，手术时间不可能这么快，

患者也不可能直接下床走

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胸

外科副主任蔡海波说，通常

全麻情况下的双腔气管单肺

通气被认为是开展胸腔镜肺

手术的前提。但是普通的胸

腔镜肺部手术有一定的副作

用，如插管引起的气道损伤，

麻醉后的神经肌肉麻痹，肺

不张等，胸腔镜tub les s手术

不仅可以完全避免这些损

伤，还减少了插管所消耗的

时间。

“手术的原理是在右侧肺

部开一个三公分的切口，电刀

切开肌肉后，一点点将肺部存

气挤压出来。”蔡海波说，在胸

部切口相当于患者的胸腔是

完全开放的状态，在挤压气体

的过程中如有不慎就会引起

肺部的纵向摆动，影响患者以

后 的 心 肺 循 环 ，“ 胸 腔 镜

tubless手术难度较大，需要极

为高超的技术。”

手术的顺利进行，离不

开麻醉科医生的紧密配合。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

副主任李成文介绍，非气管

内插管胸腔镜下微创手术需

要胸外科、麻醉科医生，以及

整个治疗团队的高度无缝链

接。手术过程中，以胸椎旁神

经阻滞复合气道表面麻醉及

静脉镇静镇痛，取代传统双

腔气管插管的全身麻醉方

式，整个手术不需要气管插

管，不留置胸腔闭式引流管

及尿管，这更有助于患者快

速康复、缩短住院时间、减轻

经济负担。

1155岁岁““巨巨人人男男孩孩””突突发发气气胸胸昏昏厥厥
市一院实施胸腔镜tubless手术，患者术后即出院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朱熔均 通讯员 胡安国 董婉婷

身高近两米的15岁男孩东东(化名)因为剧烈运动引起自发性气胸，并导致昏厥。近日，济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与麻醉科治疗团队对东东实施了胸腔镜tubless手术，术后东东便能
自行走出手术室，并于当日康复出院。

市一院医疗团队成功完成手术。

本报济宁10月21日讯(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邵明

玉 高昂) 日前，古槐街道

北门社区卫计办联合济医附

院、市直机关医院在小区花

园内，组织辖区老人开展“九

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义

诊活动，为老年人进行家庭

医生签约，与老人们共同庆

祝重阳佳节。

活动中医务人员给老

人们测量血压、测量体温、

血糖、为居民发放健康宣传

手册及其他健康咨询等，并

询问老人们平时身体的健

康状况及老人们的饮食状

况，告知他们目前的身体情

况，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健

康状况有所了解，以及怎样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

为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为

并带上社区的关爱和节日

的慰问。

本次活动通过义诊的形

式让居民进一步了解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惠民政策，促

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弘扬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优良

传统，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

事、献爱心，让老年人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安享幸福

晚年生活，推进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项目健康发展。

北门社区开展义诊、家庭医生签约活动

老老人人收收到到健健康康““大大礼礼包包””

本报济宁 1 0月 2 1日讯

(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张格红) 日前，为外出及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免费健康

查体活动在杨店医院拉开

了序幕。

医院根据往年经验制定

了健康查体实施方案。考虑

到查体人员年龄及身体条

件，将所有查体项目设在一

楼，并尽量简化查体流程。免

费查体项目包括常规体格检

查，血常规、尿常规、血糖、肾

功能、肝功能、血脂检测，心

电图、B超检测等。

查体同时，工作人员耐

心细致的解答老年人提出的

健康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对老年人进行个体化健康

教育，并为他们发放了各种

健康知识手册，细心的宣传

种惠民政策。

“提前一天就把体检卡

送到了家里，早晨村医开车

到家门口接，医院有志愿者

服务，体检完了还有免费早

餐，这服务真周到啊。”前来

查体的赵大爷乐呵呵地说。

通过免费查体，为老年

人提供了综合、连续、协同的

基本医疗服务。做到对相关

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并为他们树立了健康的

生活理念，老人们对此次活

动更是赞不绝口。

体检结束后，医院组织

专人将体检结果收集整理

集中反馈给居民，并进一步

复核完善健康档案，并为查

体老人做了中医体质辨识，

量身定做了中医药保健指

导。

杨店医院为外出及行动不便老年人健康查体

老老人人有有了了专专属属中中医医药药保保健健指指导导

本报济宁10月21日讯(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李黎明)
日前，济宁市疾控中心驻村

工作组邀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 家 团 队 深 入 中 心 包 驻
村——— 嘉祥县仲山镇布山村
开展“驻村帮扶献真情、爱心
义诊送健康”活动。

活动当天，村民们络绎不
绝排起了长队，有的还从家里
带了病历本、化验单前来咨
询。市一院普外科、骨外科、心
内科等科室的10多名专家各自

发挥专业特长，为村民听诊问
诊、现场体检、讲解病情、开具
处方，耐心解答相关健康问
题，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
等。

“我现在这个样子想去大
医院做个检查比登天都难，没
想到能在家门口享受到市级
专家的上门服务。”贫困户村
民夹守节3个月前摔伤后卧床
静养，为免去其往返奔波的困
难，驻村工作组带领骨外科专
家上门为其进行检查治疗。当
日上午共接诊120余人次，测量
血压100余人次，心电图检查80
余人次，胸片检查60余人次，发
放宣传单、宣传册100余份。

本报济宁10月21日讯(记
者 李锡巍 通讯员 尹晓
彤) 日前，山东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督导组先后对济宁
市任城区、邹城市及下属医
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慢
病监测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

督导组一行通过查看资
料、现场访谈等方式对肿瘤
随访登记工作情况、心脑血
管事件报告工作情况、伤害
住院病例报告工作情况等进

行了全方位了解。认为邹城
市人民医院的慢病监测报告
及重点慢性病机会性筛查模
式规范有效，具有一定的推
广价值。

近年来，济宁市积极开
展慢病防控示范区创建工
作，在全省率先举办了“一二
三四奔健康”启动仪式，并在
全市中小学校和大型超市开
展了减盐专项行动，对全市
死因监测、肿瘤登记随访、心
脑血管疾病登记随访等数据
进行梳理分析，选取县区5家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及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开展重点慢性
病的机会性筛查工作试点。

市市疾疾控控中中心心包包驻驻村村送送福福利利
爱爱心心义义诊诊带带来来大大便便利利

济济宁宁市市慢慢病病监监测测
获获省省督督导导组组好好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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