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00年年延延长长万万余余名名患患者者生生命命
烟台山医院副院长张恩宁倾情肿瘤治疗30年

“现在多活一天都感觉赚
了。”今年55岁的刘先生说，他
被确诊为肾母细胞瘤，而且已
经查出肺转移，医生说只能活
三个月。四处求医无果后心灰
意冷地返回烟台，找到张恩宁
副院长，CT检查显示，刘先生
的肺上癌变病灶长得像是棉
花糖，疼痛越来越剧烈。“癌症
晚期最无法忍受的是疼痛，我
不怕死只是怕疼，听说烟台山
医院有无痛病房，能让癌症病
人少遭罪就来了。”刘先生说。

在张院长的精心治疗下，眨
眼一年时间过去了，刘先生已经
释然，他说，“现在没感觉患癌有

什么痛苦，很知足。”刘先生的妻
子说，无痛病房，让丈夫有尊严
地活着，让他活着一天就有质量
地享受一天。

“疼痛是癌症患者最常见
的症状之一，在身体受到折磨
的同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张恩宁说，2011年建立
起无痛病房，要求医护人员对
每个癌症患者的疼痛都进行规
范管理和精心治疗，患者的疼
痛能得到有效控制，成为卫计
委在全国创建的首批50个示范
病房之一，被山东省卫计委授
予“山东省首批癌痛规范化治
疗示范病房”。

◎无痛病房，让病人有尊严地活着

目前，全市范围内，张恩宁
是在职医生中从事肿瘤专业时
间最长的专家，30年来延长万余
名患者生命。张恩宁认为，没必
要“谈癌色变”，如果控制得好，
癌症就是一种慢性病，规范治
疗，控制好并发症，生命就可以
继续行进。

烟台山医院大肿瘤科，成立
于1988年，是胶东地区最早开展肿
瘤规范化诊治的专业学科，是山
东省医疗卫生重点学科和烟台市
医疗卫生重点学科，是烟台市抗
癌协会挂靠单位、烟台市医学会
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单位，拥有一支临床经验丰富、科
研基础扎实、富有创新活力、人才
梯队合理的专家团队。肿瘤科分
六个亚专科：肿瘤化疗专科、肿瘤

放疗专科、骨肿瘤专科、肿瘤微创
治疗专科、肿瘤生物免疫及靶向
治疗专科、乳腺肿瘤专科，具有较
高的肿瘤综合诊治能力。构建起
肿瘤放疗、化疗、手术、热疗、生物
细胞治疗、介入治疗、肿瘤微创治
疗等于一体的综合治疗体系。现
有281张床位，床位使用率是100%，
经常出现数个病人抢一张病床的
情况。

目前，烟台山医院、烟台市肿
瘤医院积极投身于医院的肿瘤规
范化诊治和多学科合作建设，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法国圣玛洛
医院、法国南特大区教学医院集
团、德国St.Elizabeth、德国Pros-
per医院等国际权威医疗机构深
度合作，建设国内一流的区域肿
瘤诊治中心，造福烟台百姓。

◎建设国内一流的区域肿瘤诊治中心 张恩宁，烟台山医院副院
长、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
国肿瘤临床协作中心委员、山
东省抗癌协会常委、山东省抗
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山东省抗癌协会姑息
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
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协作中心
常委、山东省医师协会肿瘤分
会常委，烟台市医学会肿瘤化
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烟台
市肿瘤性疾病质控中心主任、
烟台市抗癌协会理事长、烟台
市政协委员。

作为肿瘤内科权威专家，
从事肿瘤内科工作30年来，在
乳腺癌、肺癌、胃肠道肿瘤及
淋巴瘤等多种实体肿瘤的综
合治疗及规范的个体化治疗
造诣深厚，让肿瘤患者受益。

““9900后后””暖暖男男：：跟跟着着我我走走，，有有粮粮有有油油
他愿意做你的大白，爱情观关键词是沟通和理解

本周就要手术了

费用还差1 . 3万

专家介绍

◎专家组量身制定综合治疗方案

“张院长，给您拜年了。”
今年春节，烟台山医院副院长
张恩宁接到78岁的孙老先生
的拜年电话，孙老先生是位抗
癌治疗5年仍较好生活的结肠
癌肺转移患者，老人温暖的问
候给了张恩宁新的一年最大
的鼓励。

5年前，莱阳的孙老先生被
确诊为结肠癌，在当地医院做了
手术一直不见好。孙老先生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烟台山医院，张
恩宁组织了多学科综合会诊，经
肿瘤内科、胸外科、放疗科、影像
科等相关学科专家共同讨论分
析，制定了治疗方案。经过精心
准备，手术非常成功，5年过去

了，孙老先生至今仍健康生活。
“肿瘤是全身系统的疾病，

需要综合治疗，不是某一个单
一的方法就可以治愈。”张恩宁
说，考虑到很多癌症患者在同
一家医院咨询需要多个科室，
且各科室之间无法形成统一有
效的治疗方案，所以医院推出
多学科综合会诊。

张恩宁介绍，每位癌症患
者至少会有5位副主任级别以
上的专家共同探讨，根据患者
个体化差异，制定综合治疗方
案，目前烟台山医院大肿瘤科
已建成六大亚专科，成立11个

“肿瘤规范化诊疗”小组，成为
肿瘤患者坚实的依靠。

本报记者 宋佳 通讯员 叶杏

烟台山医院副院长张恩宁倾情肿瘤内科工作30年，致
力于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期，延长了万余名患者的生命。烟
台山医院大肿瘤科是胶东地区最早开展肿瘤规范化诊治
的专业学科，将建设国内一流的区域肿瘤诊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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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韩逸 实习生 刘芃成 孟
昱彤) 继“70后”“80后”帅哥
美女报名本报相亲会后，“90

后”的队伍也开始陆续壮大。
29日，1990年生人的烟台土著
小郝报名，想要找到一个温
柔体贴的“她”。

“跟着我走，有粮有油。”
小郝这样幽默地介绍自己的
工作，他身高185cm，在一家食

品公司做活动执行，家在烟台
芝罘区。他形容自己的性格是

“外冷内热”，不过这位看起来
“微胖”的暖男和现在的小女
生一样喜欢大白。他觉得自己
也可以做女朋友的大白。小郝
希望女孩子最好是烟台本地
人，身高在165cm-175cm，如果
是个“窈窕”淑女就更棒了。在
小郝看来，两个人的爱情应该
是这样的：“在一起最重要的
就是互相理解，好好沟通。”

4月18日、19日两天，本
报“春天约会吧”相亲会将在
银座商城芝罘店广场举行，
现在报名火爆进行中，报名

费50元。关注本报微博微信
并转发相亲会消息，即可享
受优惠，仅收30元报名费。此
次相亲会向所有成年单身男
女开放，请携带身份证和单
位或者居委会开具的个人单
身证明到报名点报名，报名
者需要保存好个人编号。通
过这个编号，能寻找到自己
的展板，还可在活动结束后
查询其他报名者的信息。报
截至到4月16日，每天上午9

点到下午4点接受报名。相亲
没有年龄限制，60岁以上的
老人也可以免费参加本次相
亲会。咨询电话：13589858486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蒋大伟
实习生 赵静静) 家住福山区

回里镇旺远刘村的巴永涛，母亲病
重急需手术还差3万元费用，孝顺
儿子巴永涛通过本报求助(本报3月
28日C04版报道)。不少好心人对这
个困苦的家庭伸出援助之手。短短
两天已筹到1 . 7万元善款，现在手
术费还差1 . 3万。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帮助，短
短两天就有这么多好心人来看望
我，我把每笔善款都记下来了，还
有好多不留名的，以后我会努力挣
钱，报答他们，报答社会。”巴永涛
一边说着，一边紧握着妈妈的手。

巴永涛今年19岁，就读于烟台
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还有3年才能毕
业，父亲12年前因患糖尿病，视力不
好，一个月治病的费用就要400元，
早已花光家中积蓄，家中只靠低保
和母亲种地为生。不料，去年12月
份，母亲钱女士又查出患有严重心
脏病。巴永涛说：“妈妈为这个家付
出了太多，辛苦了半辈子，我就算砸
锅卖铁也不会放弃救妈妈。”

目前已收到善款1 . 7万元，手
术费用还差1 . 3万元，手术暂定于
本周，时间紧迫，如果您愿意帮助
这个不幸的家庭，请给他们一点关
爱 ，您 可 以 拨 打 巴 永 涛 电 话
15253583020，记者电话18363898339，
也可以直接给巴永涛汇款。
户主：巴永涛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烟台福山支行
卡号：6212 8202 6000 9051 015

《“恳请好心人相助，
愿签借条”》追踪

报名点一：银座商城芝罘店 (烟
台三中旁边)

途经公交车：1路、2路、5路、19

路、31路、32路、52路、62路
详情请咨询：王女士 18353507109

报名点二：银座商城莱山店 (一
楼前台)

途经公交车：5路、50路、53路、55

路
详情请咨询：王女士 18363853057

报名点三：齐鲁晚报烟台记者站
(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3室)

途经公交车：10路、59路、61路、82

路到图书馆下车
详情请咨询：刘女士 17862808528

报名点四：开发区彩云城三联家

电
途经公交车:21路、23路、26路、27

路、201路、203路、206路、208路、209

路、210路、211路、521路、522路
详情请咨询：张先生 18363829613

报名点五：幸福时光婚庆礼仪公
司(牟平区可到此报名)

途经公交车：566路、567路、569路
到凤凰小区站下车，或乘坐19路、566

路、56路到世纪名都站点下车
详情请咨询：宋女士 13863899672

报名点六：佳世客
途经公交车：7路、10路、51路、52

路、59路、62路
详情请咨询：孟女士 1836385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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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小郝觉得，两个人在
一起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和理解。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烟台山医院副院长张恩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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