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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第七人民医
院为一85岁左股骨近端复杂骨折患
者成功进行了异型假体植入髋关节
置换术。该患者为左股骨近端复杂
粉碎型骨折，伴有高血压病、冠心
病、老年性耳聋，语言交流障碍，治
疗颇为棘手。

市第七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李嗣
生带领治疗小组，经过深入病例讨
论，制定了完善的治疗方案，经过充
分的术前准备，顺利实施手术。手术
恢复顺利，有效的预防了心肺脑等
并发症的发生，术后1周患者已经能
够下床活动，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 (孙建博)

市七院治愈高龄

复杂骨折患者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郭艳) 近日，张店
区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项目
正式启动，通过初步检查，医生
发现有超六成的学龄孩子存在
蛀牙情况，需要引起市民注意。

据淄博口腔医院儿童口腔
科主任荆祥介绍，给牙齿做窝沟
封闭是一种防龋的有效方法。它
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将一种高分
子树脂材料填满磨牙咀嚼面的
小窝和沟裂，隔绝外来的致龋因
素，达到防龋的目的。据研究，做
过窝沟封闭的牙齿患龋率明显
低于未做过窝沟封闭的牙齿。

那么哪些儿童适合做窝沟
封闭呢？对此，荆祥表示，一般在
磨牙萌出后1年之内做窝沟封闭
效果最好。具体来说，3-4岁儿童，
封闭乳磨牙。乳磨牙3岁左右萌
出，11-12岁左右才替换，在口腔
中停留时间长，有着重要的作
用，如果有条件，应该做窝沟封
闭。6岁左右儿童，第一恒磨牙萌
出，它是口腔中萌出最早的恒

牙，也是发挥咀嚼功能、影响牙
齿排列、影响颌面部发育的极其
重要的四颗牙齿，必须做窝沟封
闭加以重点保护。11-13岁的儿
童，双尖牙、第二恒磨牙刚刚萌

出，做窝沟封闭效果最好。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没有

蛀牙，但实际上没有蛀牙的孩子
很少见。因为刚萌出的牙齿发育
尚未完全，表层钙化不足、耐酸

性差、窝沟深，容易发生龋坏。”
荆祥说，“做了窝沟封闭以后，应
每隔半年到医院检查1次，如果
封闭材料脱落，应该重新封闭，
定期检查。”

超超66成成学学龄龄儿儿童童患患乳乳牙牙龋龋齿齿
医生：应对适龄孩子进行窝沟封闭，降低患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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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肠憩憩室室坏坏死死腹腹中中，，五五岁岁童童生生命命垂垂危危
市妇保院成功救治，目前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宋天印 孔海宁) 近

日，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收治
了一名5岁男性患儿，患儿腹痛多
日，呕吐频繁，辗转两家医院均未
能确诊，因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伴
有发烧不退和病情加重，后来到
市妇保院求诊。送到医院时，患儿

面色苍白，脉搏细弱，腹部胀满，
小便极少，已有休克表现。经小儿
外科主任医师张正茂诊断，决定
马上行腹腔镜探查手术。

医生实施腹腔镜手术中发
现，距回盲部60cm处有一小肠憩
室，已变黑坏死，因憩室粘连导
致周围的肠管扭转缺血。手术将

扭转肠管复位，血运渐渐恢复正
常。因手术做得及时，避免了肠
管切除，只做了憩室切除，手术
顺利完成，挽救了患儿生命。据
了解，市妇保院小儿外科是淄博
及周边地区独立开展小儿外科
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的专业学科，
在小儿外科常见病、急危重病的

诊断治疗及抢救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成功地救治了一
大批急危重的患儿。随着小儿腹
腔镜手术的开展，极大方便了急
腹症患儿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
疗，因为是微创，患儿术后恢复
快，并发症少，疤痕隐匿，更有利
于患儿顺利治疗。

本报讯 为让患者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得到治疗、康复，帮助他们
获得心理成长，最大程度的消除症
状，并培养其家庭、社会的适应能
力，市精神卫生中心(市五院)内观
病区积极开展团体心理游戏治疗项
目。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心理障碍
患者积极参与其中，在游戏中领悟
生活的真谛，遇到问题学会变通，选
择尽可能多的途径解决问题。通过
游戏，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明显提高，
症状得到有效改善。

团体心理游戏治疗项目是市精
神卫生中心的特色心理疗法之一，
医护人员针对患者的病情选择合适
的游戏，改变了传统的仅仅依靠药
物治疗的模式，患者主动参与，取得
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孙秀珍)

市五院开展团体

心理游戏治疗项目

什么是
小肠憩室

小肠憩室又称小肠梅克尔憩室，由于卵黄管退化不全，其肠端未闭合引起，是消化道先天性畸形，一般
术前很难确诊。正常人群发生率为2%-4%，大多数人终身无任何症状，在憩室人群中仅4%-6%病例可发生各
种并发症，如炎症、坏死穿孔、肠梗阻、出血等，48%-60%发生于儿童。常见临床表现以出血、肠梗阻、憩室炎
等为主，患儿可有腹痛、腹胀、呕吐、大量血便情况出现，查体腹肌紧张，可有明显腹膜刺激征情况。小肠憩
室临床表现无明显特异性，与阑尾炎、阑尾穿孔、其它疾病引发肠梗阻、下消化道出血难以鉴别。

凡有小肠憩室并发症病例，病情进行性加重，原则上应手术探查，发现憩室及时切除。手术是治疗小肠
憩室唯一且有效方法。

保肝正当“食”

多喝水少饮酒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孙艺萌 李冬燕) 养生保
健必须顺应季节的变化，随着不同节
气的到来，在起居、饮食、情志方面做
出相应的调整。据张店区中医院医生
介绍，肝脏与草木相似，在春季时功
能也更活跃。因此，初春养生应以养
肝、护肝为先。

对于初春养肝、护肝来说，医生
建议市民应多喝水。同时，肝脏不好
的人不要暴饮暴食或常饥饿，春季饮
食要保持均衡。少饮酒，心情要保持
舒畅、乐观开朗。

相关链接

省中医专家坐诊

患者家门口看病

本报讯 4月3日一早，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肿瘤科门诊就排满了前
来就诊的市民，他们都是冲着省中
医肿瘤专家李秀荣教授亲诊而来
的。

“没想到有省里的专家来到
家门口为我们看病，让我们足不
出市就能享受权威专家亲诊，而
且医院还有优惠，只挂普通号就
能看专家门诊，既免了辗转求医
之苦，又省了不少费用开支呢 !”
前来就诊的刘女士说。李秀荣教
授是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
医 师 。擅 长 中 西 医 结 合 治 疗 肺
癌、乳腺癌、胃癌、甲状腺癌等疾
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通过中医
药与其他治癌手段综合有序的合
理 应 用 ，达 到 疗 局 部 利 整 体 、调
整体促瘤消的综合作用。

(李爱学 赵丽娅 )

肿瘤压迫引“失明”

山铝医院妙手摘除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
讯员 朱凤霞 王龙华) 近日，山铝医
院神经外科成功为一患者实施了罕见
的颅底肿瘤切除术，标志着神经外科手
术步入了该技术领域的领先行列，达到
了淄博市同行业领先水平。

患者宋女士明显感觉右眼视力下
降一年余，虽多次治疗，但无好转，而且
症状越来越重。病人辗转数家医院最后
来到山铝医院，就诊时右眼几乎失明，
仅有少许光感。通过检查，医生决定为
其实施前床突肿瘤切除术。

因患者肿瘤位于脑底深部中央神
经血管最密集处，有动、静脉、神经相
邻，且靠近生命中枢脑干，稍有不慎，会
导致患者死亡。

手术历经4小时，术后病人右眼视
力恢复至0 . 8，恢复良好。

市市中中心心医医院院成成立立““心心脏脏中中心心””
探索心血管疾病医疗新模式，已完成高难度手术23例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李扬 张玉文) 为

探索心血管疾病医疗新模式，为
病人提供更规范、更便捷、更有效
的救治通道，近日，市中心医院成
立心脏中心，启用3个月以来，仅
心外科开展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手
术23例。

据了解，目前，心血管疾病发
病率居高不下，而且本地化、就近

式救治，能最大程度地为急危重症
病人赢得生命先机。组建心脏中
心，形成多学科协作的治疗模式，
是国际国内多年的有益探索。多年
来，该医院心血管领域积累了强大
的技术优势，娴熟地开展了临时起
搏器植入术、单双腔永久起搏器植
入术、冠脉内支架植入术等。在急
性心衰、大面积心梗、心源性休克
等急危重症救治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医院心脏中心自成立以来，
整合学科资源，下设心内科、心外
科、心导管室、心脏重症监护室、心
脏彩超室，并与急诊科、手术室密
切合作，设床位160张，形成了多学
科协作、无障碍式的救治平台。

为加快心脏中心发展，该院
把其列入重点工作项目管理，即
将与台湾振兴医院签署医疗合作
协议，振兴医院将派出心脏中心

团队来医院指导，并接收专业人
员进修学习。市中心医院建立实
施了心脏中心诊疗联席会制度，
由多学科团队共同讨论确定诊疗
方案；高起点配备和启用心脏重
症监护室，为医疗救治和术后管
理，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同时，心
脏中心启用对于开展高水平的心
脏冠脉搭桥手术，将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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