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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立医院眼科发展纪实

——— 重点专科发展纪实
百廿省医

见习记者 王倩
通讯员 常璇

山东省立医院眼科经过70年
的发展，在斜视弱视、青光眼、眼
外伤、视光学、眼底病、眼眶与整
形、眼肿瘤等专业均处于省内领
先水平，近年来又陆续开展了眼
动脉灌注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
内窥镜治疗眼外伤、角膜交联手
术等国内领先的新技术。

省内首家运用选择性眼动脉
灌注化疗

“视网膜母细胞瘤常见于3岁
以下的婴幼儿，有一定的遗传倾
向，是婴幼儿中最恶性的肿瘤之

一。”据该院眼科主任医师孙红介
绍，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治疗有很
多种方法，如眼球摘除、全身化
疗、选择性眼动脉灌注化疗、球内
注射化疗、肿瘤局部激光治疗和
冷冻治疗等。

孙红告诉记者，眼动脉灌注化
疗则是从股动脉插管，经过血管将
动脉微导管直接插入眼动脉中，与
全身化疗相比，眼动脉灌注化疗可
提高眼球内部的药物浓度，从而提
高肿瘤的控制率，提高保眼率。

山东省立医院眼科申家泉主
任告诉记者，山东省立医院于2015
年8月首次成功采用眼动脉灌注
化疗技术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
是省内首家开展此项治疗技术的
医院，在该病综合保眼治疗领域
居于国内前列。

内窥镜技术为眼外伤提供更
好治疗选择

据该科主任医师王玉英介

绍，眼眶的结构比较复杂，如果眼
外伤引起眶壁骨折，所产生的碎
片有可能会压迫视神经，或者造
成视神经管挫伤，“之前都是单纯
采用手术显微镜清除碎骨片，或
是开展视神经管减压术，治疗效
果比较差。”王玉英表示，由于手
术显微镜视野有限，手术精准度
欠佳，术后效果不理想。

近年山东省立医院眼科引进
了内窥镜系统，内窥镜下取出眼
眶碎骨片，微创、精准、高效，可达
到客观疗效，“眼外伤引起的骨
折，有些碎片非常细小，单纯凭肉
眼很难看到，但是在内窥镜直视
下，从屏幕上观察就可以看得比
较清晰。”申家泉解释，内窥镜手
术类似于外科和妇产科做的腔镜
手术，不过更加精细。

申家泉告诉记者，内窥镜手术
时会根据需要，在合适的部位做一
个微创切口，将内窥镜放置进去，
放大后医生就可以看着显示屏手

术，“内窥镜系统不止可以把骨折
造成的碎片清除干净，还可修复骨
折引起的眼球移位和眼球变形。”

角膜交联手术治疗圆锥角膜
有效率达98%

山东省立医院眼科，自2008年
开始角膜交联技术的基础研究，
并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临床研究和
治疗工作。“该技术先在角膜中点
核黄素，然后进行长波紫外线照
射，诱导角膜胶原纤维产生新的
联结。”据该科主任医师牟国营介
绍，角膜交联手术后可以使眼角
膜的生物力学强度大幅度提高，
从而治疗圆锥角膜，“这是目前国
际上公认的、唯一有效的治疗圆
锥角膜的微创手术。”

牟国营告诉记者，角膜交联
手术不止可以用来治疗圆锥角
膜，对其他的角膜疾病同样有非
常好的疗效，“曾经有一位患者，
由于细菌和真菌混合感染，角膜

下方长有直径约4mm的溃疡,我们
采用独特的交联模式对其进行右
眼交联治疗，术后2周溃疡就已完
全愈合。”

牟国营介绍说，目前眼科应
用角膜交联技术临床治疗病例已
超千例，“我们的患者来自全国各
地，治疗有效率可以达到98%以
上，远高于国外90%的有效率。”

科室介绍

山东省立医院眼科是山东省
白内障复明技术指导中心、山东
省低视力康复技术指导中心所在
地及省级重点临床药理基地、山
东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基
地。该科能够进行包括全角膜移
植术、各种复杂斜视手术、各种复
杂抗青光眼手术、眶内肿瘤切除
术等多种疑难复杂手术。近年来，
年门诊量超过11万余人次，年手
术量超过7000余台次，手术数量和
难度均居全省领先水平。

抑抑郁郁症症不不是是情情绪绪，，是是一一种种精精神神障障碍碍
专家表示，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

见习记者 王倩
实习生 李明星

抑郁症与遗传因
素等有关

“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
精神障碍，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身
边。”据刘金同介绍，目前世界上
约有3 . 4亿抑郁症患者，且女性
患者比例更大，“每十位男性中
就有一位在一生中的某一阶段
可能患过抑郁，而在女性中则每
五位可能就有一位。”

刘金同表示，抑郁症可由多
种原因引起，“遗传因素、内分泌
因素都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生有
关，离异、失业、严重躯体疾病等
负性生活事件也可能诱发抑郁
症。”

刘金同说，抑郁症主要表
现为显著而持久的心情低落、
对任何人和事没有兴趣、肢体
疲乏等，“除此以外，还可能在
这些症状的基础上，伴有一些
相关症状，主要包括注意力不
集中、失眠、反应迟钝、食欲降
低、性欲下降、悲观厌世，甚至
产生自杀观念和行为等”。刘
金同提醒，抑郁患者不一定会
表现出以上所有症状，但当出
现上述某些表现时就要考虑
到抑郁的可能性。

刘金同在介绍时表示，患
有抑郁症后，其自身的身心健
康和生命将受到很大伤害，

“抑郁对人们的身心会造成许
多不利影响，其中，自杀是其
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刘金同介

绍，抑郁症患者往往会认为自
身能力、长相、家庭生活等条
件不如他人，过度否定自己，
封闭自己，对生活丧失信心。

“抑郁症还会严重损害人
们的社会功能。”刘金同说，抑
郁症患者往往存在思维困难，
脑力劳动的效率明显下降，不
能像以前一样积极有效率地
完成工作。“抑郁情绪会导致
患者劳动力下降，使其很难胜
任日常工作，尤其是创造性工
作。”而且抑郁症会对家庭带
来一定负面影响，甚至严重影
响家庭生活质量，家庭往往会
因此失去往日的欢笑等。

抑郁有早期信号，
同时有两个要小心了

刘金同提醒，抑郁症一定
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早期治疗能够控制抑郁症的
症状，早发现早治疗是保证抑
郁症良好治疗效果的重要因
素。”

对于如何识别抑郁症的

早期信号，刘金同给出了以下
表现供大家参考：睡眠存在问
题，早上较平时早醒两小时以
上；经常感到头部闷痛、肠胃
不适、胸闷憋气、四肢乏力等，
但医生又查不出病因；食欲减
退或体重明显减轻，也有少数
人表现为食欲增加；性欲低
下，对性生活无要求及快感缺
乏；反应迟钝、容易分心、记忆
力和理解力下降；对通常能感
到快乐的活动提不起兴致；情
绪波动大，容易情绪失控。“这
些症状可能不会同时出现，如
果同时出现两个以上，建议尽
快到正规的专科医院进行检
查。”

刘金同说，现在治疗抑郁
症的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
和心理治疗等。“抑郁症患者
如何治疗，需要去相关医院咨
询专业医生。”

“抗抑郁药物是当前治疗
抑郁障碍的主要方式，能够有
效缓解抑郁症状。”刘金同表示，
重度抑郁症患者应尽早采用抗
抑郁药物等治疗，轻、中度抑郁

症患者也应及时评估症状，从而
决定是否需要药物治疗。

刘金同强调，患者一定要遵
医嘱服药、定期到医院复诊，并
根据自身情况合理用药，在专业
医生的指导下调整治疗方案。

“单纯的心理治疗主要针
对程度较轻的抑郁症，心理治
疗的方案不同，而且治疗师的
资质、技能与受训经历等都会
对 心 理 治 疗 的 疗 效 产 生 影
响。”因此，刘金同建议患者一
定要到正规机构寻求专业的
心理医生进行治疗。

同时，抑郁患者的家人也
应该增加对抑郁症基本知识
的了解，帮助患者正确面对疾
病，“家人应确保患者坚持服
用抗抑郁药物，尽可能关心和
安慰患者，而不是批评指责。
对于有自杀行为的患者，家人
应确保专人全程看护，并建议
及时去专科医院就诊。”

最后刘金同强调，得了抑
郁症也无需惊慌，早发现、早
治疗是关键，“确诊为抑郁症
后，一定积极及早进行治疗。”

11月30日下午，本报与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举办的心理健康大讲堂邀请了山东省精神卫生
中心教授刘金同，详细介绍了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并针对抑郁症的治疗提出了专业建议。现场
互动气氛活跃，讲座结束后刘金同教授回答了现场读者的提问。

葛医药资讯

多年皮肤顽疾这次解决

皮肤病大专家

孙建方将来济会诊

本报济南12月4日讯
(记者 孔雨童) 很多

市民为了治疗一些顽固皮
肤病，常常北京、上海跑，
挂号难不说，还要承担住
宿、路费和时间成本。如
今，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大
专家了，12月10日，济南市
皮肤病防治院将邀请国家
级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教授
来济会诊，广大患者可以
提前预约。

孙建方，中华医学会
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务委
员、皮肤组织病理学组组
长；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
分会副会长、皮肤病理亚
专业委员会主任、教授委
员会主席；亚洲皮肤科学
会理事；首批“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
尤其擅长疑难、少见、复杂
皮肤病的诊断及治疗 ,擅
长皮肤病理及皮肤肿瘤诊
断。

预约可拨打济南市皮
肤病防治院电话 ( 0 5 31-
87036224)或登录医院官网预
约,也可以通过医院官方微
信预约:搜索“jnspfy”加关
注——— 进入主页预约。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齐鲁心理健康大讲堂

▲心理健康大讲堂现场，座无虚席。

主主讲讲嘉嘉宾宾刘刘金金同同。。

我省按病种收费扩容

本报济南12月4日讯(记
者 王小蒙) 山东将进一
步扩大按病种收费的病种
数量，2017年底前所有城市
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病种不
少于100个。

按病种收费标准包含
患者住院期间所发生的诊
断与治疗等全部费用，即
从患者入院，按病种治疗
管理流程接受规范化诊
疗，最终达到疗效标准出
院，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
诊断、治疗、手术、麻醉、检
查检验、护理以及床位、药
品、医用材料等各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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