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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6月21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王碧辉)
温文尔雅、热情谦逊，谈笑

间洋溢着豁达干练，这是济宁
市中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刘
三运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行
医20余载，现已是市级名中医
的刘三运，始终坚持着中西医
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的
治疗优势，挽救了无数心血管
急危重症患者的生命，赢得了
患者的好口碑。

67岁的胡大爷在年轻时

因一次淋雨患上了心肌炎，简
单治疗好转后他就没有继续
治疗，多年来也相安无事。去
年冬天，胡大爷在活动时经常
出现憋喘情况，睡眠质量很差
不能平躺，还特别怕冷。据他
自述，平日里自己都不敢走太
多路，穿衣总比别人多，晚上
睡觉都要多盖一层被子。3月
前，他因病情加重到当地医院
就诊，被诊断为扩张性心肌
病，经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
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仍时常
出现憋喘现象。前些日子，经
朋友介绍胡大爷来到市中医
院寻求诊治。

“患者来院时精神状态很
差，室外温度很高他还穿着厚

衣服，且双下肢浮肿比较明
显。”刘三运介绍，通过分析，
认为患者是心肾阳虚症。遂运
用辨证论治的方法，选用针对
性的中药汤剂和中医技术进
行治疗，由于患者经济条件并
不富裕，通过中医情志疗法减
轻他的心理负担和焦虑情绪，
并告知其生活中注意事项。经
过后期复诊调整药方，3个疗
程的治疗让胡大爷身体水肿
逐渐减轻，精神状态及生活质
量明显得到改善。

刘三运坦言，现在很多
老年人都存在心功能不全的
问题，其中又以冠心病、高血
压、心衰等疾病居多。西医是
点对点的治疗，而中医则是

以辨证为基础强调整体治
疗，对于适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的部分疾病，科室在运用
西医规范治疗的基础上，还
会运用中医药及针灸、穴位
贴敷等适宜技术来进行治
疗。作用在于通过增强疗效
缩短治疗疗程，减缓并发症
的发生，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多年的潜心钻研医技，刘
三运共主持有关冠心病、高血
压、心力衰竭、高脂血症、糖尿
病等省市级课题7项，多次被
评为济宁市卫生系统先进个
人和山东省百名优秀医保医
师；获得“山东省卫生系统质
量明星”等光荣称号，更是多

次收到患者的锦旗和感谢信。
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
介入(搭桥)术后、难治性高血
压、顽固性心衰、心肌炎等方
面经验丰富，对消化、呼吸、脑
血管病、内分泌等中医内科病
症学有专长。

“作为一名医者，要时刻
牢记自己的使命，更要用诚心
对待每位患者”是刘三运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生活可以
将就，但工作必须讲究”。对于
心血管病的诊治中西医各有
特色，经过创新融合为患者提
供最佳治疗方案，让患者“住
院短、花费少、看好病”的同
时，将优质医疗资源充分利
用，是医者的职责。

日前，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组织学雷锋志愿者到包保
的第19网格永鑫社区及红星路开展清理卫生、文明劝导和
服务活动。随后在医院“路长制”包保路段，开展巡查督导和
卫生清理行动，对三轮车、共享单车乱停放进行规整，对其
他各类不文明行为进行了劝导，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山君来 王新亮

本报济宁6月21日讯(记者
李锡巍 唐首政 通讯员
张勇) 日前，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胃肠外二科成功为一
体重122公斤的肥胖患者实施
了腹腔镜袖状胃切除减重手
术(LSG)。目前患者术后20天，
体重较术前下降15公斤，健康
状况良好。

47岁的陈先生(化名)体型
重度肥胖，并且有20余年的血
脂血糖、血压升高病史，高体
重给他的正常生活带来了极
大不便，很多普通人能够做的
简单运动，他都做不了，多走
几步路都会觉得气喘。虽然尝
试各种减肥方法，但效果很
差，这让他对减肥几乎失去了
希望。此外，重度肥胖还导致

陈先生机体多脏器慢性功能
损害，并出现了高血压、重度
脂肪肝、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等代谢综合症及合并症。

为了能够瘦下来，在朋友
的建议下陈先生来到济医附
院胃肠外二科就诊，科室专家
团队对其进行了详细检查和
病情评估。考虑患者重度肥
胖，合并血糖异常、血压及血
脂异常、重度脂肪肝等因肥胖
引起的代谢性疾病，有手术指
征。通过与医院内分泌科、麻
醉科、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
等进行多学科会诊讨论，并与
患者及家属反复沟通征得同
意后，胃肠外二科决定为患者
施行腹腔镜微创减重代谢外
科手术，并制定了详尽的围手
术期处理方案。

经过胃肠外二科全体医
护人员精心准备，科室医疗团
队为在患者腹部仅开了5个小
孔就完成了手术。术后第1天，

患者便下床活动和进水，术后
3天开始进食清流质饮食，术
后4天就顺利康复出院了。

据了解，LSG是以限制胃容
积为主的减重代谢外科手术，保
持原胃肠道功能，胃底完全切
除可改变部分胃肠激素水平，
对单纯肥胖及肥胖合并2型糖
尿病患者疗效较好。减重代谢
外科手术在全国起步较晚，目
前省内仅有极少单位开展。胃
肠外二科主任姜飚在奥地利进
修期间，通过学习观摩，已熟练
掌握该项技术。目前减重手术
除应用于肥胖患者外，尚大量应
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

该类手术的成功实施，标
志着胃肠外二科在熟练开展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腹腔镜结
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疝等微
创手术的基础上，开展微创减
重代谢手术技术、围手术期筛
查评估及管理技术等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本报济宁6月21日讯(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李
季 ) 艾滋病因其传播速度
快、病死率高、病情多变、现
阶段还无法治愈等让人们谈

“艾”色变。艾滋病的传播多
与人们的行为有关，改变人
们的高危行为，是减少艾滋
病传播的关键。为加强艾滋
病预防控制工作，济宁市及
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大力开展了免费艾滋病
咨询检测，仅去年一年就免
费为一万余名求询者提供了
免费、保密、专业的艾滋病咨
询和检测服务，并同时对有
高危行为的进行了行为干

预。
有高危性行为史，例如

性病患者、男性同性恋者、失
足妇女和嫖客等，以及使用
未经检测的血液及血液制品
者，职业暴露者例如被污染
的注射器针头或手术器械刺
破皮肤、黏膜的医护人员，接
触HIV抗体阳性血液标本的
实验室人员等人群均需要接
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通过免费的咨询和检
测，不仅可以让求询者了解
自己的身体状况，并及早发
现感染者有利于其得到及时
救治，而且可以为求询者提
供心理支持与疏导，消除或
缓解其因怀疑感染艾滋病所
带来的心理压力，还可通过
行为干预促使其改变高危行
为，降低感染危险和预防艾
滋病的传播。

本报济宁6月21日讯(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孟
丽) 金乡县人民医院脊柱
创伤科日前相继完成了多
例经皮椎间孔镜下椎间盘
切除神经根粘连松解射频
消融术，患者术后症状完全
缓解，均对手术疗效感到相
当满意。该脊柱微创技术，
不仅为广大的颈、胸、腰椎
间盘疾病患者带来福音，也
标志着该院脊柱创伤外科
迈入了全新的微创高端技
术领域。

经皮椎间孔镜下髓核
摘除、神经根松解术被称

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最微创、最温和的治疗手
段”，与传统手术相比较，
椎 间 孔 镜 手 术 具 有 伤 口
小、出血少、恢复快、远期
复 发 率 及 感 染 率 低 等 优
势，手术不易伤及神经。该
院脊柱创伤外科是济宁市
重点专科，近年来通过开
展微创特色，为患者提供
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颈、胸、腰椎间盘突出，
椎管狭窄，颈椎病等，是骨
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退
变、外伤等因素均可导致病
变，进而压迫神经根，引起
腰痛、上下肢放射性疼痛麻
木、间歇性跛行等。据统计，
全国约有2亿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发病率高达15 . 2%。

扩扩张张性性心心肌肌病病，，中中医医药药治治疗疗有有妙妙招招
济宁市中医院刘三运发挥中医优势，为患者托起“心”希望

220000多多斤斤男男子子减减肥肥无无果果心心灰灰意意冷冷
济医附院微创手术让他20天减了30斤

用用温温和和手手段段解解决决

椎椎间间盘盘大大麻麻烦烦

济济宁宁大大力力开开展展免免费费艾艾滋滋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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