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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溶血血症症新新生生儿儿身身体体趋趋于于好好转转
宝宝取名“自强”，小生命承载众人期望

本本周周六六我我省省哮哮喘喘名名医医将将赴赴滨滨州州义义诊诊
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患者均可到场咨询，现场发放近千元就医补贴

11月13日，由《齐鲁晚报》主办的“齐鲁名医下基层”大型公
益巡诊活动将走进滨州，为广大患者进行现场义诊。届时，我省
知名呼吸内科专家、济南哮喘病医院董茂利院长将在现场坐诊，
义务为广大患者解决疾病难题。

即日起，我省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等患者均可到现场
参加，活动现场还将发放人均近千元的呼吸疾病就医专项补贴。

巡诊专家介绍

董茂利，济南哮喘病
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国家突出
贡献专家，现任济南哮喘
病医院院长。从医三十余
年，曾获国家级、省部市
级科技进步奖数项，在国
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
数十篇，主编专著多部，
参与编写和主译专著十
余部。现任济南市医学会
理事、济南市预防医学会
副理事长、山东省中西医
结合康复医学会理事、

“中华临床内科学”编委。
曾先后参与第十二届、第
十三届世界哮喘日学术
高峰论坛、第十三届世界
慢阻肺日高新技术推广
论坛等活动。

在治疗哮喘、支气管
炎、肺气肿等呼吸疾病方
面，董院长参与研发的

“AFC国际标准化哮喘治
疗体系”，根据患者不同
的情况选择治疗手段，也
会根据时节的不同来科
学的变化治疗方案，结合
生物医学、免疫学、临床
医学、药理学四位一体，
使哮喘治疗不必长期性，
对药物不必产生耐药性、
依赖性。避免病情反复发
作、长期服药的痛苦。该
疗法临床疗效显着，据万
例患者统计，有效率在医
学界遥遥领先。

名医云集，我省哮喘病权威专家亲诊

近年来，“看专家难”仍然是很
多地级城市患者的一大难题，本地
名医资源稀缺，而大城市动辄几个
小时甚至整日的排队等候，都成为
了外地患者的拦路虎。此次“齐鲁名
医下基层”公益巡诊活动，就是为了
切实缓解滨州地区“看专家难”现
状，让滨州患者不出家门口也能看
来自省城济南的权威专家。

本次活动特邀多名来自山东

省立医院、山东齐鲁医院、山东大学
第二医院、济南哮喘病医院等权威
医疗机构的资深专家进行现场义
诊，诊疗范围涵盖多个近年来的高
发病种。如哮喘等呼吸内科疾病，本
次活动就特别邀请到了我省呼吸
内科权威专家、济南哮喘病医院董
茂利院长亲诊，为广大患者现场解
决有关哮喘、肺心病、慢性支气管
炎、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的疑难病症。

哮喘等呼吸内科高发病可获权威解决

“近日来气温骤降，哮喘病将进
入一个高发期，尤其是没有接受过
规范治疗的哮喘病人，在这个时期
极易病情复发，长此以往，病情越来
越重，甚至有生命危险。”济南哮喘
病医院董院长介绍，该院参加本次
公益巡诊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
了将科学化、规划化的治疗方式带
给滨州地区的广大患者，让患者不
再盲目求医，告别不规范治疗，早日
摆脱疾病困扰。

据了解，济南哮喘病医院作为
本次巡诊活动的技术支持单位之
一，在呼吸疾病的诊疗上，目前已经
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国际化标准，如
该院的AFC国际标准化哮喘/气管
炎治疗体系，参照世界最前沿哮喘
病治疗技术建立而成，配合瑞典

FENO炎性检测仪、意大利肺功能
检测仪、德国BICOM生物共振治疗
系统等欧美主流检测、治疗仪器，融
汇中医中药扶本固正的传统理论，
对呼吸疾病做到了全面控制，不仅
可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憋咳喘等症
状，还可从根源真正解决复发难题，
AFC国际标准化治疗体系已被推荐
为目前治疗哮喘等呼吸疾病的金牌
技术。日前，AFC诊疗体系还最新引
进美国最新的非药物治疗哮喘技
术——— 支气管热成形术，以及细胞
学巅峰技术成果——— DC—CIK自
体细胞免疫疗法两大前沿技术，将
微创可视手术、细胞学等高新科技
融入到了现有的哮喘治疗体系，极
大保证了哮喘临床治疗的有效率，
技术实力全面接轨国际。

哮喘等呼吸疾病患者可现场领取就医补贴

据悉，此次巡诊活动不仅有多位
省内名医亲诊服务，还针对部分呼吸
疾病患者因病致贫、无力就医的特殊
现状，展开定向援助，现场发放专项
就医补贴，切实解决患者就医难题。

11月13日活动当天，中华呼吸病
防治基金会即时启动专项救治基金，
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慢阻
肺等呼吸疾病患者，可现场领取呼吸
疾病专项就医补贴，持补贴证明至指
定救治医院——— 济南哮喘病医院就
医，可享患者路费全额补贴，免肺功
能检测费，过敏原检测补贴70元，住
院补贴500元。

“参与此次公益巡诊活动，我们
不仅希望通过现场的义诊服务，能够

帮助更多常年饱受哮喘等呼吸疾病
折磨的患者解决病痛，还期望让那些
因为经济原因就医难的患者，能够感
受到真正的实惠，减轻他们的经济负
担，帮助他们早日康复。”本次巡诊专
家董茂利院长介绍说。

活动主办方提醒，此次巡诊活动
将于12月13日(周六)上午9点30分在
滨州圣玛佳宝妇产医院(滨州市渤海
七路黄河十路北200米)开始，由于活
动仅限一天时间，为了让更多哮喘等
呼吸疾病患者可以详细了解自身疾
病，以期达到对症治疗的目的，济南
哮喘病医院也及时公开了哮喘专家
热线0531-66621111，方便无法到场
的广大患者了解自身病情。

董茂利，济南哮喘病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本报 1 2月 8日讯 (见习记
者 杜雅楠 ) 8日，本报报道
了溶血症新生儿全身大换血
一事，牵动了众人的心。8日下
午，记者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重症监护室了解到，孩子身
体各项指标已经趋于好转，下
午的一次排尿是孩子独立完
成的。听到这个消息，守在监
护室门口4天4夜的孩子家人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12月8日，是小宝宝转到
重症监护室的第四天，经过院
方组织全科上阵进行救治，实
现了第一次大换血，孩子仍未
脱离危险期，全家人担心不
已，孩子的病情也牵动着众人
的心。几天的操劳下来，小宝
宝的奶奶孟女士满眼都是血
丝。孟女士说：“现在孩子情况
仍然很严重，听到医生说孩子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就
像当头棒喝。目前一家人轮流
值班，吃住都在监护室门口的
躺椅上，一秒钟也不敢懈怠。”

8日下午4点左右，记者在
滨医附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见到了这个备受瞩目的小生
命，出生5天的小宝宝身体各
器官都在进行科学检测，身体
各项指标都被进行详细记录。
记者了解到，小宝宝刚刚送到
医院的时候，各脏器都出现了
衰竭的现象，肝脏肿至腋下7-
8厘米，血液内血小板很低，白
细胞含量比正常含量高出7倍
左右，存在严重的败血症和贫
血的现象。呼吸系统、循环系
统等多个人体系统都存在问
题。医护人员介绍：“我们一般
认为人体9大系统有3个出现
问题就会导致死亡，但孩子送
来的时候有4-5个系统都有问

题，非常危险。”
主任医师刘秀香介绍，小

宝宝入院后，科室全体工作人
员上阵第一时间抢救生命，并
成立了专家组，组内三级医师
共八个人，还有4人专职守护，
随时查看和掌握孩子的情况。
在滨州市中心血站的全力支
持下，成功换血。小宝宝换血
后身体各项指标有所改善，目
前的情况已经相对稳定，身体
各项指标都趋于好转。“通过
各方努力目前已经储备了血
源，我们制定适时个体救治，
随时调整治疗方案，力争在最
准确的时间给孩子最好的治
疗。”

医生在检查时发现，孩
子下午的一次排尿没有借助
仪器，是自己完成的。了解到
这一情况，孩子的家人激动
不已，孟女士忍不住落下泪
来：“感谢大夫们积极救治，
孩 子 受 罪 大 人 心 里 更 是 难
受，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里
守着他，尽最大的力量筹钱
救孩子。”

小 宝 宝 的 爸 爸 牛 亮 亮
说，孩子的爷爷由于刚做完
直肠癌手术目前尚在北京的
医院里，情况不容乐观，小宝
宝存在生命危险一刻也不能
放松，刚刚生产完的妻子现
在没有出院，家人也不敢告

知其孩子的情况，一家老小
治病的巨额费用和巨大的精
神压力让牛亮亮心力交瘁。

牛亮亮只到重症监护室
里探视过小宝宝一次，虽然小
宝宝的病情严重，没有脱离生
命危险，但是小宝宝很坚强，
这条脆弱的小生命一直都在
顽强地坚持着。牛亮亮给小宝
宝取名叫“自强”，寓意让孩子
勇敢、坚强，“自从在网络上和
报纸上发出信息后，我们得到
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捐血
的、捐款的，有这么多好心人
在帮孩子，帮助我们这个家
庭，我相信孩子一定会自强，
会好起来。”

重症监护室内的小“自强”在医生的照料下各项指标趋向好转。 本报见习记者 杜雅楠 摄

滨州市中心血站

调出匹配档案

逐个打电话

本报12月8日讯 (通讯员
吕欣欣 见习记者 杜雅楠 )

“急需RH阴性A型血。”6日，
滨州市中心血站接到滨州医学
院附属医院的用血申请，血站
立刻展开总动员，为患儿筹备
血源。

6日下午 4点 4 1分，滨州市
中心血站接到用血申请后，正
在休周末的血源管理科的工作
人员立刻从家里返到办公室，
调出RH 阴性A 型血人员的档
案逐个打电话通知。很多献血
员由于身在外地、时间较紧等
原因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献血，
还有一些电话则无法拨通，在
打了几十个电话后依旧联系不
到合适的献血者。

7日一大早，血站工作人员
继续加班联系献血员，一位名
叫张新国的献血员 8点多钟接
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市中
心的献血屋，9点41分就成功献
血。同时，家住邹平县小王驼村
的村民王丽岭也在得到通知后
第一时间赶到邹平县的献血点
鲜血300ml

由于血液须经过化验才能用
于临床，血站检验科的工作人员
接到血液标本后以最快的速度开
始化验，经化验合格后这些珍贵
的血液立刻发往临床。在滨州市
中心血站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
共同努力下，保证了患病宝宝充
足的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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