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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全国著名消化内
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
科主任医师杨红教授来德州
市立医院，针对“多层次自然
人群队列聚类研究”协同创新
项目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进
行指导，并受聘成为德州市
立医院学术导师、客座教授。
德州市立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段立新，纪委书记李安东，副
院长郭伟，质控科主任任华
琳，消化内科主任王维国等领
导和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了
活动。

受聘仪式上，德州市立医
院党委书记、院长段立新为杨
红教授颁发了聘书。今后，杨
红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将定期
来德州市立医院查房、带教、
讲座、坐诊，跟进两院协同创
新项目开展情况，对疑难病例
进行会诊，并指导消化内科、
内镜中心的诊疗。

据了解，2016年，德州市
立医院成功入选“全国消化系
统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项
目，开展常见消化系统疾病及
一种疾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的分布频率及危险因素调查，

北京协和医院专家教授定期
来院指导，德州市立医院也选
派业务骨干前往北京进修学
习。因提供的调查数据资料详
实，项目进展顺利，2021年1月，
德州市立医院与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院再次合作签
约，本次协同创新项目为关于
消化内科专业“多层次自然人
群队列聚类研究”，成为全国仅
有的4家入选医院之一。此项目
是对2016年德城区曾参与调查
的人群进行健康随访并免费进
行“碳13”呼气试验(幽门螺旋
杆菌检查)，并将数据收集汇
总分析，为国家疾病防治策略
制定和预防专家共识提供进
一步的科学依据。

当天，协同创新项目负责
人杨红教授看望了“碳13”呼
气试验人员，听取了德州市立
医院有关“多层次自然人群队
列聚类研究”协同创新项目的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报告，并对
相关工作进行了指导。杨红教
授肯定了德州市立医院在项
目推进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希
望借助此次机会，共同为推动
消化内科诊疗能力，提升居民

健康理念做出贡献。
在内镜中心，杨红教授对

疑难患者进行了内镜检查，同
时给予技术操作指导。随后，
来到消化内科病区进行教学
查房示范，对诊断及治疗方案
作出了详细分析及指导，并针
对疑难病例进行了讲座。德州
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维
国表示，杨红教授通过高质量
的查房示范，规范的内镜操
作、精彩的学术讲座给科室医
生们作了很好的指导，大家受
益匪浅。

“杨红教授受聘后，将进
一步提升德州市立医院消化
内科及内镜诊疗等多项技术
的水平，进一步助力学科建
设。”德州市立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段立新表示，医院将充分
发挥区域、人才等方面的优
势，在杨红教授的指导下补
齐短板，扎实推进项目开展，
帮助百姓建立大健康理念，
并围绕慢病的防治不断努力，
降低消化系统疾病发病率，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便利、高效、安全的医疗卫生
服务。 (侯进)

淋巴癌是指淋巴组织内的淋
巴细胞恶性增生而形成的肿瘤，是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之一。淋巴癌在
发病过程中可侵犯身体的各种组
织器官，其临床表现较复杂且形式
多样，包括不明原因的发热、盗汗、
体重下降、皮肤瘙痒和全身乏力
等，淋巴结肿大是其常见体征。

德广医院院长辛松峰博士介
绍，从中医角度讲，淋巴癌可分为
气虚、阴虚、血虚、痰湿、血瘀和气
滞等，临床多为几种要素组成的复
合症状。在中医治疗上，目前一般
是从减轻患者放疗化疗后的不良
反应，改善症状及免疫力低下等方
面进行辅助治疗。辛松峰博士在治
疗此病时，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
况，除去上述中医药治疗手段外，
特别是针对没有经放疗化疗的患
者，更注重单纯以中药施治，并收
到了很好的疗效。

辛松峰博士表示，由于淋巴癌
在治疗上比较复杂，且持续时间
长，所以无论是西医放化疗还是中
医药的治疗，患者都要承受一定的
经济、心理和生理压力。因此，日常
生活中加强预防尤为重要，平时要
注意清淡饮食，多食新鲜蔬菜水
果，少食辛辣、刺激性及腌制食物；
适当运动，并保证睡眠；应尽量避
免接触铅、汞、苯氧乙酸及氯仿等
有机溶液；重视体检，特别是有此
病家族史的人，每年都要对浅表淋
巴结进行一次单独的检查。

德广医院辛松峰博士

谈淋巴癌的中医防治

北京协和医院杨红教授受聘成为

德州市立医院消化内科学术导师 春季万物复苏，随着气温逐
渐升高，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
参加健身运动。但此时，身体刚刚
经历了冬季漫长的“休眠期”，各
个器官的功能还未完全“苏醒”，
因此，科学合理的运动就显得尤
为重要，否则不仅起不到锻炼的
作用，还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损伤。

近日，3 5岁的李先生因脚踝
扭伤来到德州市中医院康复医学
科就诊。李先生介绍，他曾在前不
久打篮球时扭伤了脚踝，但运动
心切，受伤的脚踝还未康复就又
打起了篮球。“运动的时候没什么
感觉，回到家脚踝就肿了起来，而
且比最初扭伤时肿得还严重。”李
先生后悔地说。

德州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
管治疗师崔国良仔细询问了李先
生的情况后，为他制定了相应的
治疗方案，并提醒他运动前先做
好热身活动，运动后进行肌肉放
松。崔国良介绍，运动前充分的热
身以及活动后进行肌肉放松可有
效保护身体，特别是有陈旧性伤
病的人群，如果不注意保养，很容
易造成关节积液，甚至出现二次
损伤。

“很多人会在寒冷的冬天减
少运动，所以进入春天后身体状
态还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因此
不宜进行强度过高的运动。”崔国
良认为，每个人在运动前应该学
会简单的自我评估，并牢记循序
渐进的原则。

此外，老年人膝、踝等关节磨
损程度比年轻人大，长时间进行
同一个关节的活动，如步行超过1
小 时 ，容 易 引 起 疼 痛 等 不 适 症
状。因此，老年人进行同一运动
持续时间一般不要超过1个小时，
而且不能以跑、走作为锻炼的主
要方式。

崔国良还提醒，春季气候多
变，进行户外运动时要根据天气
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同时，应选择
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
增加运动量，运动时要注意及时
补充水分。 (李婷)

市中医院运动康复专家：

春季锻炼需张弛有度

68岁的吴良友(化名)两月
前出现咳嗽咳痰伴有左背疼痛
症状，入住德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胸外科，科主任王春堂为其
进行全面检查，确诊为左肺中
心型肺癌症，并为其成功实施
左全肺微创切除术。

由于患者肺肿瘤占据肺根
部，堵塞左侧气管，侵犯肺动
脉，导致左肺失去功能，按照
传统的治疗方法，手术必须开
胸，创伤大、失血多、恢复慢。
患者年龄较大，为减少痛苦，
王春堂为其制定了个性化方
案，决定实施胸腔镜下左全肺
微创切除术。

3月24日，完善相关术前
准备后，在齐鲁医院田辉教授
全程指导下，王春堂带领团
队，为患者实施了胸腔镜下左
全肺微创切除术。手术过程
中，利用胸腔镜全程操作，治

疗团队“步步为营”，打开心包
游离血管分离肿瘤，并成功切
除左全肺，进行系统淋巴结清
扫。术后第3天，患者就能下床
自由活动。

人体的肺脏分为左右两部
分，其主要功能是完成二氧化
碳和氧气在人体内的交换，以
确保机体对氧气的需求，在维
持生命机能上意义巨大且无可
替代。近几年，肺部肿瘤的发病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一旦确诊
肺癌，肺叶切除术是最常见的
治疗方式，左全肺切除相对较
少，且大多数需常规开胸进行。

“胸腔镜手术是借助胸部1到3
个小切口完成，不需要完全打
开胸腔和撑开肋骨，患者创伤
小、痛苦小，免疫系统不受损
伤。”王春堂介绍。

目前，胸腔镜下切除肺部
肿瘤已成为趋势，在德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胸外科，70%以上
的肺癌患者是通过胸腔镜肺叶
切除术等微创手术方式进行治
疗的。王春堂介绍，很多人担心
胸腔镜没有开胸手术做得彻
底，这是一个误区，其实，胸腔
镜可以让医生看得更清楚，而
且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很多肉
眼看不到的角落。

近年来，德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还进行了胸腔镜下肺癌手
术的个性化创新，包括切口、切
除目标以及麻醉方式的个性
化。“一直以来，我们团队联合
多学科协作，建立起了一套个
体化的系统治疗方法，包括前
期的手术和后期的康复，形成
了医院在微创肺癌治疗方面
的独特优势，为德州及周边地
区的肺癌患者生命健康保驾
护航。”王春堂说。

(张月华)

积极推动微创术个体化创新

市二院完成高难度左全肺切除术

为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让师生感受书法和楹联
的艺术魅力，丰富校园文化建
设内容，德州学院在在博文楼
北厅举办薛伟东、张建波先生

“诗书联璧”楹联书法展览，于
4月8日正式开展，至7月15日
闭展。

本次展出的书法作品都
是由薛伟东手书、张建波撰
文，二人联手创作的书法和楹
联作品，珠联璧合，相映成辉。
薛伟东是济南市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其书法从心随性、善作
古雅草书，墨饱笔畅，雄强豪
迈，另外还擅长小字手札。张建

波是山东省当代文学会常务
理事，他的诗文扣古问今、重
视立德修身。

本次书法展经过精心筹
备，共展出作品30幅。其中，书
法作品13幅，手札作品14幅，
楹联卷轴3幅，幅幅行云流水，
卷卷满纸云烟。特别是楹联这
种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
右为上联、左为下联，讲究对
仗工整、平仄协调。如“为善不
期福千祥骈至，行恶多隐祸万
灾潜藏”，此联采用“为善”和

“行恶”的鲜明对比，既体现了
工整对仗，又是在劝诫人们“诸
恶莫做、众善奉行”。另一幅“收

经纳典成人文之盛，藏风聚气
得天地之灵”则表现了作者立
德修身、扣古问今的自由洒脱，
由薛伟东先生草书呈现，可谓
完美之作。

楹联，是阐述心灵的文学
艺术。书法，是文字美的艺术呈
现。举办此次展览旨在借助书
法和楹联艺术之瑰宝，发挥其
砥砺操行，美育心灵之作用，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和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开展当天，德州市书法家
协 会 等 校 内 外 人 士 参 观 了
展览。

(马晶晶)

德州学院举办

薛伟东、张建波“诗书联璧”楹联书法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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