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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准准的的检检验验数数据据是是医医生生的的““眼眼睛睛””
“高精尖”是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的重要特色

本报记者 陈晓丽
通讯员 李静静

随着精准医学时代的到
来，大部分临床诊断和治疗方
案都离不开检验结果的辅助。
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
部多年来“以质量为核心”，践
行“三好四满意”的服务理念，
为该院临床工作提供了重要
支撑和保障。

从手工实验室到全自动实验室

“检验部属于医疗技术部
门，对临床诊断和治疗起着重要
支撑作用。”山东省立医院临床

医学检验部主任张炳昌表示，检
验数据就像临床医生的眼睛，能
帮其明确诊断并选择治疗方案。

早在山东省立医院检验部
建立之初，还只是个手工实验
室，开展的检验项目也仅局限于
三大常规。“需人工往试管里添
加试剂，再自己做成涂片，放到
显微镜下观察。”张炳昌回忆道。

随着医学进步，检验部不断
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经历了从
手工到半自动再到全自动化的
转变。进入21世纪以后，省立医
院检验部引进全省第一台微生
物飞行质谱仪等先进设备，如今
更是以155台大型专用检测设
备、800余台辅助设备为武装，建
成了总价值3.4亿元的全自动实
验室。

开展检验项目630余项，业务

量稳居全国前十位

检验设备更新换代的同时，
省立医院检验部人员力量也迅
速增强，从最初的以专科学历为
主，快速发展为由本科、硕士、博
士和博士后组成的高学历人才
团队。

山东省立医院检验部进一
步细分，目前下设六个临床检验
科，分别为临床基础检验科、临
床生物化学检验科、临床免疫学
检验科、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科、
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检验科和
临床急诊检验科。

目前山东省立医院检验部
开展的检验项目多达630余项，
检验水平与国际接轨，检验业务
量稳居全国前十位。

科研方面，省立医院检验
部近五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
级自然基金课题7项及省级科
研项目14项，获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21项。

从细节出发，为患者就诊提

供更多便利

该科的5S精益管理从诸多
细节优化了工作流程，大幅节约
了实验成本，出具报告单所需时
间也进一步缩短。除特殊检验项
目外当天均可出具检验报告，目
前三大常规检验30分钟内即可
出具报告，生化免疫项目三小时
内报告完成率达到90%。

2009年10月山东省立医院检
验部在门诊大厅一楼设立了全
省第一台检验报告自助打印机，
只要患者在办理就诊一卡通时
录入手机号，检验报告单完成后
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全天24小时
可随时打印。随着“掌上省医”
App和微官网的出现，检验结果
的查询更加便捷。检验部还为外
地患者提供报告单邮寄服务。

山东省立医院检验部在全

国率先开始推行“检验报告单一
单通”制度，认可目录内医院出
具的检验报告单，两周内患者持
报告单到山东省立医院就诊，对
检验结果给予认可，不必再重复
检查。

科室简介：

临床医学检验部是集医疗、
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医学
实验学科。多年来坚持以学科建
设为中心，下设6个临床检验科
及10个亚学科，拥有164名工作人
员。临床医学检验部是国家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检验专
业)、国家首批“高通量基因测序
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山东省
唯一一家)、山东省重点专科、山
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山东
省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单位、山东
省医院管理协会检验分会主委
单位。

葛医药资讯

丙丙肝肝不不可可怕怕，，就就怕怕你你不不懂懂它它
专家：新上市的全口服药有效率可达九成以上

丙肝是由丙型肝炎病毒引
发的传染性疾病，容易发展为肝
硬化及肝癌，危害极大。“大家需
要知道的是，丙肝是可防可治可
控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感染
肝病科主任王磊教授表示，全口
服药的上市让丙肝治疗向前迈
了一大步，但同时，如何提升大
众对丙肝的认知度、保障患者能
用上创新药就成为丙肝防控所
面临的重大难题。

丙肝病毒在人体内
可持续感染长达数十年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肝癌死
亡人数约36万，其中丙肝继发性
肝癌死亡率占到了37 . 48%，且
呈快速上升趋势。

“咱们国家做过几次流行病
学调查，目前将一般人群与高危
人群一并统计在内，我国丙肝感
染者有1000多万。山东作为人口
大省，对传染病的控制一直比较
重视，与全国相比，山东的丙肝
流行率还是比较低的。”王磊介
绍道。

丙肝隐匿性极强，因此也被
称为“沉默的杀手”，感染后患者
的症状不明显，可在人体内持续
感染达数十年。“一般病毒性肝
炎患者会出现食欲下降、全身乏
力的症状；还有一部分患者尿色
会加深。但得了丙肝，出现黄疸
的几率比较小，所以尿色加深并
不明显，恶心和乏力等症状也比
较少，所以丙肝不太容易被发
现。如果不主动进行筛查，很多
病人都是等到出现了肝硬化、腹

水和消化道出血的情况，才确定
自己得了丙肝。但这个时候已经
晚了，错失了治愈的最佳阶段。”

目前丙肝还没有疫苗。唯一
有效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丙肝抗
体检测，及早发现疾病并积极治
疗。

认知度不足，防控
面临挑战

相比乙肝，丙肝在中国仍缺
乏有效的公众和患者教育。《中
国丙肝患者认知及治疗现状调
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不
知道丙肝可以治愈。

王磊表示，我国的丙肝防
治，存在认知度低、诊断率低和
治疗率低的情况。“其实人们需
要了解的是，丙肝是一种可防可
治而且可控的疾病，目前是有有
效的治疗办法的。而且如果治疗
及时，完全可以治愈。”

因此，加强预防、阻断传播
途径是丙肝防治工作的根本。丙
肝高危人群必须尽早接受筛查，
已经确诊的患者，应及时在专业
医生的指导下接受规范治疗。

全口服药物有效
率达九成以上

2017年4月，用于治疗成人
基因1b型慢性丙型肝炎(非肝硬
化或代偿期肝硬化)的治疗方
案——— 盐酸达拉他韦片联合阿
舒瑞韦软胶囊获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在中国上市。
王磊介绍，相比于传统治疗方

案，全口服直接抗丙肝病毒类药
物(DAA)可显著提高有效率、缩
短抗病毒治疗疗程、减少副作
用，并且服药方便，治愈率能达
到95%以上。上市后对丙肝的治
疗和控制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
用。

王磊同时提醒广大患者，
“这几年随着药物种类增多，周
边国家开始生产仿制药。这些仿
制药都是未经我国批准的，通过
代购渠道买药，这并不是一个正
规获取药物的途径，很有可能因
为来源不正规，而遭遇假药的问
题。现在DAA类药物在国内获
批上市了，中国患者已经可以通
过正规途径购药了，疗效和质量
都可以得到保证，所以我们还是
建议患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国
内已经批准上市的丙型肝炎治
疗药物，以确保有效性和安全
性。”

“DAA药物的出现，让丙
肝治疗不再难。目前最大的问
题就是如何让病人用得上用得
起才是关键。”王磊表示，作为
医生，希望DAA药物能像部分
乙肝药、抗肿瘤药那样进入医
保，而且是尽早进入。“首先国
家可以组织与药企进行价格谈
判，然后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下，
将DAA药物纳入医保范围，报
销一部分以减轻患者经济负
担；再一个就是需要公众和社
会的支持。”

王磊也坦承，药物纳入医保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从国家
角度全盘考虑。

本报记者 焦守广

——— 重点专科发展纪实
百廿省医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11月21日，山东师范大学全国无

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颁奖典礼暨
2017年无偿献血活动启动仪式在山

东师范大学长清湖校区拉开帷幕。

山东师范大学多年来高度重

视无偿献血爱心公益事业，把献血

活动作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并在2014-2015年度，被国

家卫计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

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评为“全国

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是山东省

十家荣获此项荣誉单位中的唯一一

所高等院校。仪式结束后，献血活动

正式开始，同学们踊跃撸袖献血。

周周六六主主任任医医师师团团队队会会诊诊种种植植牙牙
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种

植牙方案？怎么确保植入的
种植体能按照计划的方案到
指定的位置？如何确认给自
己种牙的种植专家好不好？
11月25日，济南拜博口腔医
院种植主任医师团队将现场
会诊种植牙。

一般口腔机构多数局限
于一名患者由一名医师负责，
往往会面临传统种植方案设
计无法满足患者需求或因经
验不足无法进行种植等问题。
为了全面提高口腔治疗质量，
济南拜博口腔邀请种植牙领
域有卓越表现的医生组成了

主任医师团队联合体。包括济
南市口腔医院原主任医师李
铁军、省中医主任医师刘挺立
教授、济南拜博贝斯特口腔医
院种植科主任扈鲁健主任等，
专家团队针对每一位患者的每
一颗牙提供权威病例讨论，从
拍片、方案设计、种牙对比大数
据双重把关种牙方案，让每一
位顾客放心用上恒久好牙。

据悉，11月25日主任医
师专家团队见面会会诊种植
牙，拨打电话0531-82389888
即可预约专家团队联合会
诊。电话预约种植牙即送价
值2800元的全瓷牙冠一颗。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见习
记者 王倩） 2017齐鲁抗癌明
星暨抗癌组织评选活动已经进
入专家评审阶段，为此本报特
意成立了评选专家委员会，成
员由来自肿瘤治疗、肿瘤心理
等领域的专家、媒体观察员及
知名抗癌论坛版主组成。他们
分别是：

王哲海，山东省抗癌协会
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肿瘤
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
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
会(CSCO)执行委员会委员。

王家林，山东省肿瘤防治
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抗癌协会
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抗癌
协会肿瘤流行病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

宋丽华，山东省抗癌协会
肿瘤心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山
东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分会副
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姑息
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Keenman，著名癌友交流论
坛“与癌共舞”论坛超级版主，
因母亲罹患肺癌进入癌友圈，7
年来积极帮助全国各地病友解
答治疗过程中的一些困惑，在
病友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声
望。

王健，齐鲁晚报行业新闻
中心主任，资深记者编辑。

李钢，齐鲁晚报健康工作

室主任，资深记者。
本次评选旨在宣传抗癌正

能量，传播正确的防癌抗癌理
念，同时呼吁全社会对癌症患
者群体的关注和支持。最终评
选结果将通过晚报抗癌平台

“癌Ai不孤单”进行公布，市民
可通过微信搜索“癌Ai不孤单”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关注。

关于“癌Ai不孤单”

为了给癌症患者提供更多
的信息、资源、情感支持以及群
体抗癌力量,齐鲁晚报推出抗
癌公众号“癌Ai不孤单”,“癌Ai
不孤单”将向癌友提供最前沿
的癌症治疗手段、药品信息,推
荐最好的癌症治疗医师,展示
充满正能量的抗癌明星故事,
同时平台还将开通肿瘤专家直
播、线上问诊以及患者互助等
功能,并会合社会公益力量,为
广大癌友提供支持。

““22001177齐齐鲁鲁抗抗癌癌明明星星暨暨抗抗癌癌组组织织评评选选””

活活动动专专家家委委员员会会成成立立

“癌Ai不孤单”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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