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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网络远程会诊系统覆盖102家基层医院，义务完成9万余例

不不出出远远门门，，市市一一院院专专家家给给诊诊断断
本报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周静

在社区里做心电图，不出10分钟，就拿到了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专家的诊断结果，通过市一院心电图网络远程会诊系统，金
乡县卜集镇的王加美在家门口体会到了便利。自2013年3月，医院
建设心电图网络远程会诊系统以来，先后惠及济宁及菏泽周边
的102家基层医院，义务完成9万余份病例的诊断。

本报济宁1月11日讯 (通
讯员 王碧辉 ) 近日，济宁
市任城区观音阁街道办事处
建立“养生保健”型社会，正
式开办首批五所社区大学，
济宁市中医院副院长王乐荣
应邀出席揭牌仪式并为社区
居民讲授了大学成立后的第
一课———《冬季养生保健》，
受到广大居民的好评。

王 乐 荣 从 冬 季 膏 方 养
生、三九贴、穴位保健以及日
常生活中的饮食、运动、休息
等各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
授课内容浅显易懂，贴近生
活。现场还手把手教大家做
保健操，按摩一些保健穴位，
大家边做边学，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

“专家的讲的保健常识

易懂、实用，很适合我们这些
平时没时间专门去医院做保
健的老百姓，在家就可以通
过饮食调理、按摩穴位达到
保健的效果，真是太好了。”
课后居民们纷纷表示，通过
听中医专家的讲解，了解到
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希望这
样的讲座能够经常开展。“我
们市中医院预报保健科每月

都定期组织专家走进社区、
学校，向广大老百姓讲解养
生保健常识，向大家传递‘简
便验廉’的中医适宜技术。”
王乐荣说，通过中医专家讲
座，让广大老百姓了解中医

“治未病”思想，了解中医在
养生保健方面内涵，让中医
的养生保健效果融入到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家门口就能学习保健知识
市中医院“冬季养生保健”讲座走进社区大学

养心方

本周千金方，是由副主任医师
刘三运带来的益气养阴，活血通络
的养心方。

组成：黄芪30g、丹参30g、太子
参15g、葛根12g、徐长卿9g。

功能主治：益气养阴，活血通
络。冠心病。用于心气阴两虚、血瘀
络阻所致的心悸气短、胸闷痛或刺
痛、神疲乏力、手足心热、口干便
秘，舌红或暗红有紫斑点，苔少，脉
弦数或脉涩等症。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
油腻食物。2、服药期间要保持情绪
乐观，切忌生气恼怒。3、哺乳期妇
女、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
用。

“千金方”
免费送你名医号

每周二，“千金方”专栏推出一
位省市名老中医及其经典验方，并
送出名中医免费专家号。持齐鲁晚
报《健康周刊》“千金方”出镜专家
经验方，根据专家出诊时间就医，
将免除专家挂号费，只收取1元的
医院就诊卡费用。让读者通过免费
挂号的形式，随时与省市名老中医
面对面交流。

本期邀约副主任医师，山东省
中医重点专科心血管科学术带头
人刘三运。从事心内科专业20年，
师从于国医大师吕景山先生。擅长
高血压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糖尿
病的综合防治。

坐诊时间 :每周一、五全天，济
宁市中医院二楼门诊

每周一方

齐鲁晚报·今日运河 济宁市中医药学会 主办

人在乡镇卫生院

享受专家诊断服务

在金乡县卜集镇卫生院，62
岁的王加美刚刚做完心电图，纸
质版被打印出来的同时，心电图
的电子版通过心电图网络远程会
诊系统，被传送到市一院心电图
室，没出10分钟，她就收到了专家
的远程诊断结果。

“在家门口做心电图，还有济
宁的大专家给诊断，指导社区医
生就地诊治，老百姓最实惠。”通
过乡镇卫生院与市一院联网，患
者王加美在这边做检查，却享受
到市一院心电图专家的诊断，专
家根据心电图判定具体的病症，
并指导当地医生就地诊治。

“心脏病人尤其是心血管病
人的抢救有时仅需短短几分钟，
是真正意义上的‘争分夺秒’，在
瞬间捕捉病人的心脏特征是极其
关键的，心电图网络远程会诊系
统可以大大减少到大医院就诊等
候时间。”市一院心电图室主任李
兴杰表示。

“心室率101，心律窦性，为急
性下壁心肌梗死，室性早搏。”在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电图室，
随机点击一个当天的会诊病历，
患者的具体信息，对方医院的联

系医生，病人的心电图，给予的心
电图诊断，一目了然。

上传、阅图、诊断、回传，这一系
列的程序下来，基本以“秒”计时。李
兴杰说，基层医疗机构覆盖面广、
患者就诊方便，但医疗设备和力量
相对薄弱，相对偏远的社区患者到
大医院就诊不但舟车劳顿，而且往
往一号难求。而通过这一系统，患
者只需要在离家较近的社区做心
电图检查，结果可通过网络连接，
直接传输到市一院心电图室，获得
准确、专业的判断。

远程会诊系统

覆盖102家基层医院

从2013年3月，心电图室开始
建设远程会诊系统，现在已经惠
及济宁、菏泽102家基层医院，一
旦基层医院有诊断不了的心电
图，就可上传这个系统，由心电图
室的心电专家帮助诊断。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完成对
9万多份病例的诊断，近期每天有
200-300例基层老百姓的心电图
要会诊，这些都是不收任何费用
的。”李兴杰介绍说，参与远程会
诊的医生，都是主治医师以上的
临床心电专家，真正让基层老百
姓享受到了来自三甲医院的高水
平服务。

据了解，心电图网络远程会
诊系统可接收门诊、病房、社区、
等不同地方传输过来的心电图，
集中进行诊断，建立起心电专业
医生与门诊操作医生、临床医生、
社区医生、患者之间的心电信息
诊断平台。

“这既方便广大市民，也可以
指导社区医院的医疗工作，医生可
以通过与上级医院医生进行学习
谈论，得到上级医生的专业知识普
及。它对乡镇、社区的提高、诊断错
误的减少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尤其
帮助低年资医师的成长。”李兴杰
说，远程会诊的另一好处就是，让
基层医院在不脱产的前提下，业务
水平得到最快的提高。

“心电图网络远程会诊系统
的全方位覆盖对提升医院服务
水平，技术水平，让老百姓感受
医改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市一
院院长孙树印表示，自2013年心
电网络远程会诊系统启用以来，
已义务完成9万余病例诊断，指
导基层医生就地诊治。

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计算
机网络技术、多媒体通信网将病
人的病历资料包括心电图等影
像资料进行远距离传输交流，使
病人在原地、原医院即可接受远

地专家的会诊及其指导下的治
疗与护理，实现医疗资源、专家
资源、技术设备资源和医学科技
成果信息资源共享，大大节省医
疗开支，提高医疗水平，降低病
人医疗费用。

诊断速度和诊断质量大幅
提高，在节省人力、物力、时间的
同时，为病人早期发现疾病提供
第一手资料，赢得宝贵抢救时
间。充分发挥市一院医院在鲁西
南地区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作
用。

省人省时省资源 惠民9万余人次

相关链接

本报济宁1月11日讯(记者
李倩 康宇) 为了更好推

动济宁及鲁西南地区帕金森病
的诊治水平，1月9日，“首届鲁
西南帕金森高峰论坛”在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举办，
会上，来自国内的知名专家多
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帕金森病

的临床经验和前沿技术。
“不少老年人退休喜欢独

来独往，或整天待在家里。如果
长期这样,要留意患帕金森病
的可能。”国家卫计委北京医院
神经内科教授秦斌表示，抑郁
可出现在帕金森病的任何阶
段，但高峰之一就是在疾病初

期，抓住早期信号对于帕金森
的防治非常重要。老年人如果
成天一句话也不想说、反复思
考一些问题，则需警惕是不是
受到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困扰。

此次高峰论坛也旨在唤起
人们对帕金森病的重视，据了
解，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开设

了帕金森病专科门诊，为广大
帕金森病患者提供准确、合理
的个体化诊疗服务，自2006年
以来，开展了帕金森病的脑起
搏手术治疗，目前已经完成了
近百例脑起搏的手术，均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帕金森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老人长期宅在家 容易患上帕金森
市一院成功举办首届鲁西南帕金森高峰论坛

生活美容机构不得割双眼皮
梁山卫生监督所严打生活美容场所“越界”行为

本报济宁1月11日讯(记者
康宇 通讯员 艾尚征 周

栋) 为有效规范生活美容机
构执业行为，保护消费者健康
权益，1月7日-8日，梁山县卫生
监督所对辖区内的生活美容场
所进行了专项监督检查。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
现，一些生活美容场所频频

“越界”，非法从事医疗美容服
务，开展纹眉、割双眼皮、隆
鼻、灌肠、打瘦脸针等医疗美
容服务。甚至还有美容院联系
医生，在宾馆为客户进行美容
手术。“像绣眉、去眼袋、针灸
减肥、激光美容、注射填充等
这些美容项目均都属于医疗
美容范畴，生活美容机构不得
从事开展医疗美容行为。”梁

山县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
表示，市民常说的整容、整形，
其实就是医疗美容，与生活美
容有严格的区别。生活美容机
构是严禁非法开展医疗美容
活动。瘦脸、丰胸、文眉、文眼
线、去除眼袋、美下颌、双眼
皮、隆鼻、除皱、脱毛、牙齿漂
白等服务均属于违规、超范围
经营。

针对检查中的问题，卫生
监督员现场出具了《卫生监督

意见书》，并将标有“绣眉、无痛
祛毛、祛斑祛痘”等医疗美容宣
传内容字样予以清除，要求相
关单位限期整改落实，达不到
要求的将予以处罚。

对此，梁山县卫生监督所
将会继续跟踪检查，并结合生
活美容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工作的开展，实行动态监管，
一旦发现违法从事医疗美容活
动的行为将依法严厉查处，切
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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