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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疗鲁中医院烧伤皮肤外科主任苏永涛

现现代代““画画皮皮””让让患患者者重重获获新新生生

培养更多专家

造福广大患者
在苏永涛的带动下，“全国创面

修复专科联盟临床培训基地”正式
落地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联盟的成立代表了今后在这
里可以培训更多的创面治疗师，全
国各地的医务人员都可以到这里来
进行创面修复培训并取得相应资
质。用最先进的技术、最系统的治疗
和最优质的服务，一定会把鲁中地
区乃至全省的创面修复技术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造福于广大患者。”
苏永涛说。

苏永涛开展的山东省首例
Meek植皮手术,至今已成功为112例
特重度烧伤患者实施了手术。

“好心人·暖心行”

公益活动在山东启动

近日，由医药零售行业权威媒
体《第一药店》主办、浙江医药集团
上海维艾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协
办、第一药店管理学院承办的2015

“好心人·暖心行”公益活动第二场
启动仪式在济南正式举行，活动旨
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爱老年人健
康，尤其是心脑血管健康。

启动仪式现场进行了隆重的授
牌仪式，“暖心驿站”正式在漱玉平
民连锁门店进行挂牌。

接下来漱玉平民的门店将设置
“暖心驿站”，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老
年人慢性病预防保健的公益宣传，
同时接受“暖心对象”的报名。在活
动期间，老年人可直接到漱玉平民
门店报名成为“暖心对象”候选人，
经过筛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将在

“暖心行”中，收到“暖心大礼包”，包
括日用必备品，以及该对象持续1年
的慢病用药供应、健康咨询等。

没有爱，就当不了一名好医生，更不会有对病人的热情。在24年从
医职业生涯中，苏永涛因为诊治了上万名病人，被诸多荣誉光环所笼
罩，然而，他最喜欢别人称呼他“苏医生”。他解释说：“因为治愈患者，才
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
咨询电话：0533-7537893

预约电话：0533-7536222

烧伤画面触目惊心

留在脑海挥之不去

“建议你做微创治疗，这样术
后会更好地恢复并且不会留伤
疤。”当记者走进苏永涛所在的专
家门诊时，他正在为患者耐心地
讲解着病情与治疗方案。

“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防护
墙，烧烫伤后，防护墙被破坏，细
菌及其毒素无孔不入。植皮手术
是重建防护墙的重要手段。”苏永
涛说，在他和同事们的眼中,治疗
过程中面对的不是血腥 ,不是丑
陋的伤口，而是如何抗击感染，如
何拯救生命，如何让病人伤而不
残，残而不废。

1991年刚刚大学毕业，苏永
涛从未想过要做一名烧伤皮肤外
科医生。“烧伤皮肤外科脏、累，而
且接触到的病人几乎是社会最底
层的，当时我也很排斥。”

一次很偶然的经历使苏永
涛真正接触到烧伤病人，并且被
这个工作深深震撼了，“那会儿
小型工厂作坊里常会引发爆炸，
我毕业那会儿一星期就会有好
几起。当时一踏进烧伤病房，面
临的就是如此景象：一个个被烧
成枯焦木炭，浑身散发着焦臭味
的病人，赤裸地横躺在床上，由
于 剧 痛 发 出 阵 阵 呻 吟 和 喊
叫……”苏永涛说，“那个场面太
惨了，简直触目惊心，直到现在
我还时常想起，也许是我和这个
烧伤皮肤科有缘吧。”

病人心跳停止47分钟被救活

说起十几年前的一天，苏永涛终生
难忘，他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值班，一
位烧伤病人突然窒息，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应该先观察然后再下医嘱，但病人
等不及，在得到家属同意后，我当时连
手术准备工作都没做，就给病人进行了
手术，一刀下去，病人马上一口气就上
来了。”

“就因为当时当机立断的决定，才
得以救活他，否则后果很难想象，我现
在经常和这些年轻医生说，拯救生命是
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很多时候都需要医
生以最快速度做出决定。”

皮肤烧伤治疗不像其他手术治
疗，治疗起来往往难度大且不容易见
成效，苏永涛总是尽可能让病人花最
少的钱把病看好，“我能做到的就是无

愧于心，患者也不容易，我不能因为一
点点眼前利益，去赚患者的钱，况且烧
伤治疗往往花费很高，我只能尽自己
最大努力为病人减轻负担。”目前科室
年平均收治患者人数以20%速度增长 ,

在省内同专业名列前茅，但收费一致
执行山东省物价局收费标准的1/3。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放手一
搏。”苏永涛说，“几个月前，一个30岁
左右的工人，因接触高压电造成呼吸
心跳当场停止。好在一个工友一直在
给他做有效的心肺复苏 ,等到我们赶
到现场又接着给他做心肺复苏，抵达
医院之后继续抢救，在他心跳呼吸停
止47分钟后，居然奇迹般地救了回来，
心跳自主呼吸恢复，现在那个患者已
经正常工作了。”

苏永涛在和病人沟通病情。
名医介绍

苏永涛：
烧伤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教

授。擅长诊治各种类型的烧伤、冻
伤、皮肤溃疡、糖尿病足及周围血管
病的规范治疗；全身多部位整形美
容、光子嫩肤、祛斑、除皱、吸脂、毛
发移植、秃发治疗。

本报见习记者 樊舒瑜
通讯员 勾翠华

现现在在送送海海参参，，让让父父母母健健康康过过冬冬天天
冬季是许多体质虚弱的

中老年人最难熬的季节。人
至老年，气血渐衰，精力不
足，脏腑功能减退。绝大多数
的人从50岁以后便出现心、
脑、呼吸、消化、泌尿和动力
系统功能退化的一系列表
现。忙碌的你在提醒父母加
衣保暖的同时，更要设法提
高父母身体素质，增强父母
免疫力。那么，什么方式更有
效呢？送海参，应该是更好的
选择！

冬季是吃海参的最佳时
节。我国传统中医特别强调
食物的补益功效，从养生角
度来说“药补不如食补”，食
物的营养作用是任何补品都
不能替代的。食补属于温补，
因此，寒冷的冬天给父母选
一份适合的进补是十分必要
的，在这个冬天不单把老人
的生理机能调整得更好，同

时也能吃出一份健康来。
作为名贵的滋补品，营

养学家认为，海参性温，味
甘、咸，有补肾、益精、消炎、
利湿的功能，有增强体质、预
防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因
其性偏温，中医常用其治疗
肾虚等症，将其同大补元气
的人参并列，称“其性温补、
足敌人参”。自古就有着“海
味八珍之首，世间百补之王”
的美誉。有科学研究表明，海
参是少有的低脂、低糖、无胆
固醇的滋补食品，海参特有
的活性营养成分海参黏多
糖、海参皂甙，具有延缓衰
老，双向调节免疫、抗致突
变、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等功
效。可以说海参是非常适合
中老年人群食用的补品，“送
海参就是送健康”，便是对海
参最为贴切的描述。所以老
人冬天日食一参，足可起到

固本培元、补肾益精的效果。
经常吃海参的老人，免疫力
会有显著的提升，体质有明
显改善，几乎很少感冒。

过去受各种条件限制，
海参的主要消费群体在沿海
地区，内陆地区的广大消费
者买到平价海参基本上是

“可望不可即”，不少人千里
赶赴沿海城市，只为能给家
人长辈买到货真价实的优质
海参。这是因为优质刺参只
产于山东、辽宁的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的广大市民平价享
用这一食补珍品还不是很方
便。众参缘一直致力于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更经济实惠的
优质淡干海参，借着现代化
物流业以及网络通讯的发
展，众参缘推出了“包邮到
家，货到付款，快捷省心”的
服务。消费者简单地拨打一
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订购

到优质的胶东海参了。
(源文)

众参缘系列淡干海参，
选用营养物质丰富的胶东刺
参，严格按照淡干海参的加
工标准，经过去内脏、清洗、
淡水沸煮、缩水、低温冷风干
燥等多道程序精心加工而
成。标准化的加工工艺充分
保留了海参的59种营养物质
和活性成分，零添加，保证消
费者享用的每一根海参都是
纯淡干的海参。参体肥满且
呈圆柱形，刺挺直，个体轻，
发涨率高。

众参缘致力于为山东广
大消费者提供更具性价比的
淡干海参。产地直销，省去中
间环节，直达消费者手里，价
格自然更具优势！全省包邮
到家，货到付款，快捷省心。
全省订购热线0531-83182668
83182778

山山东东6600所所偏偏远远学学校校将将获获捐捐图图书书
11月12日，“六个核桃·

读书慧”公益基金项目在泰
安市宁阳县东庄镇钟庄完小
举行图书捐赠仪式，正式开
启山东省60所偏远学校的图
书捐赠活动。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山东
省红十字会相关领导、爱心
企业代表等参与了活动。仪
式上孩子们为来宾表演了精
彩的舞蹈和诵读节目，著名
儿童教育专家金本先生为钟

庄完小的孩子们现场上了一
堂诗歌写作课，带领孩子们
走入诗歌的世界，受到孩子
们的热烈欢迎。

“六个核桃·读书慧”公
益基金项目此前对山东济
南、淄博和泰安等地6所乡
村学校进行的实地调研发
现，偏远地区学校适合阅读
的藏书量远远达不到需求，
普遍存在图书较为陈旧、复
本率高、盗版书等问题。对

此，“六个核桃·读书慧”公
益基金将通过捐赠图书的
形式，让学生有好书读，鼓
励学校放开书籍借阅制度，
允许孩子们将书籍借回家，
在家中闲暇宽松的状态下
多读书。未来三年，我省将
有6 0所偏远地区的中小学
获赠图书。

据介绍，“六个核桃·读
书慧”公益基金项目是由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河北

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设立的，针对偏远地
区学校有效藏书少的问题，
计划用3年的时间捐资3000

万元为贫困地区至少1 1 0 0

所农村中小学捐赠图书及
配套设施，基本平均每天捐
赠1个书库，为更多农村孩
子带来阅读的乐趣、梦想的
力量，逾30万名中小学生将
因此受益。

(本刊记者)

头条链接

济南国贸电商产业园

携手秦工国际

11月16日，济南国贸电商产业
园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济南隆重举
行。秦工国际与济南国商正式签约。
济南市商务局、历下区商务局、商检
局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据悉，秦工国际将为入驻济南国
贸电商产业园的企业提供通关、退
税、融资、收汇、信用证操作、信保、物
流、外贸托管、产品宣传、外贸培训、
客户管理、人才招聘、国际律师、外语
翻译等外贸全产业链服务。双方将密
切配合、深度合作，科学谋划，稳扎稳
打，携手把国贸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
山东省跨境电商第一园区，并积极争
取早日成为国家级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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