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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立医院西院中医科主任吕剑：

矢矢志志不不渝渝振振兴兴中中医医药药事事业业的的践践行行者者
本报记者 孔雨童

被邻居老中医启
蒙的少年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
是邻居老中医家里飘出的艾
香味。”吕剑说，那里也是他
中医梦想的起点。

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还
是很穷的，有些病去大医院
根本看不起，而邻居家老中
医爷爷每每扎扎针，用上几
味便宜的中药，就让病人脱
离了多年的病痛，“太神奇
了 ，长 大 我 也 要 做 一 名 中
医。”

高考那年，吕剑考了一
个很高的分数，怀揣中医梦
想的他毅然报考了山东中医
药大学。5年的本科学习后，
吕剑继续了硕士的学习，一
步一步，孜孜以求。

不拘一格疗杂病，

常有“组团”看病患者

吕剑看病有个特点，就是
他看病“慢”，有时问诊就要十
多分钟——— 他会细细地把患者
的病史以及每一个细节都问
到彻底，“只有全面了解病
情，才能把病看透”。以至于
门诊每每延迟两个小时都是
常事，但这也成为他攻克许
多疑难杂症的关键。

一次，一位咳嗽近五年
的老人前来就诊，带了一大

摞资料，数了数光片子就将近
30张。吕剑一边详询病史，一边
仔细翻阅病史资料，听诊、叩
诊……这一个患者就看了半
个多小时，还没下方子，老人
就激动地说：“大夫，你还没
给我开药，但我就知道你一
定能给我看好。”因为多年的
咳嗽久治不愈，患者已经有
了很严重的“心病”。经问诊，
吕剑发现了一些细节，患者
下午时有低热，且有夜间盗
汗症状。综合舌苔脉象，吕剑
为老人辨证为肺阴亏耗型的
咳嗽。不出所料，经过二十几
服中药的调理，老人的咳嗽
痊愈了。

在吕剑看来，“组方即是
排兵布阵，用药犹如沙场点
兵”。荆芥、大黄、三七都是他
的兵，针灸、艾灸、脐疗都是
他的武器，他会根据病情“选
兵布阵”。

多年的积累，让吕剑和
他的团队在治疗疑难杂症方
面，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许多
腰腿痛患者常常是被轮椅推
进来，十几分钟治疗后就能自
己走出去了。精湛的医术之下，
吕剑的门诊常有“组团”看病的
患者，成为了一段段杏林佳话。

社区就能看上平

日“一号难求”的专家

多年来，吕剑坚持前往
济南西部的几个社区义诊。
这种坚持，吕剑有自己的良
苦用心。

大医院看个病，挂号费、检
查费不说，单是排队候诊就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小病在社
区，大病进医院，这就是吕剑对
国家“分级诊疗”政策的理解。
小病在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三甲医疗服务，
一 定 程 度 上 解 决 了 老 百 姓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
时 也 避 免 了 医 疗 资 源 的 浪
费；大病进医院，在社区解决
不了的，吕剑会安排患者前
往本院就诊。“中国医疗改革
的关键在社区卫生服务，社
区一定是未来国家医疗保障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周日，我和患者有
个约会

为满足一些患者的需求，
吕剑把门诊时间排在了周日。

“好的，周日见……”采访过程
中接连几个电话，吕剑耐心地
安排着周日的门诊。老病号都
知道，无论什么原因，吕剑都会
确保周日门诊，这是他和病人
多年来的默契。他把手机留给一
些患者，即使深夜接到电话，他
也会耐心解答疑惑。吕剑在从医
道路上见证了太多绝望和泪水，

“当你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病人
健康和快乐的那一刻，你会明白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走振兴中医之路，让中医
药走向世界，是千千万万中医
人的梦想。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吕剑已然用自己的努力走
在路上。

中医作为一门古老而又传统的医学，总有那么多虔诚的继承
者，兢兢业业将其传承并发扬，山东省立医院西院中医科主任、即
将迈入不惑之年的吕剑就是其中的一个。

吕剑自幼受中医熏陶，对中草药情有独钟，为圆梦想立志学习
这门古老神奇的医学；他从医近二十年，从不拘泥于一方一法，“能
治好病的方法都是好方法”；他常年下基层社区义诊,24小时开机
接听患者电话；他带领的省立医院西院中医科，也已发展成为了济
南西部知名的中医特色诊疗中心。

吕剑与患者交流。

个人简介

吕剑，山东省立医院西院中医科主任。临床诊疗思路开
阔，辨证论治灵活贯通，擅长针药并用，对消化系统疾病、颈肩
腰腿疾病及妇儿疾病，有丰富的中西医诊疗经验，尤其擅长治
疗慢性胃炎、急慢性肺炎、支气管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
等。对顽固性湿疹、带状疱疹、斑秃等皮肤病的治疗独辟蹊径，
治疗效果突出。

本报济南 7月 1 2日讯
(记者 陈晓丽 ) 随着暑
期的到来，不少医院开展形
式多样的儿童义诊活动。

看物体时经常眯眼、频
繁眨眼、眼睛易疲劳，经常
揉眼、经常歪着头看物体、
经常皱眉、经常拉扯眼、看
东西时经常斜视等现象。如
果孩子经常有以上这些小
动作，可能就是近视了。山
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
用中医小儿推拿的方法帮
助您的孩子，努力改善或恢
复孩子的视力。7月16日(周
一)上午8 :30-11 :00，该中心
在省中医东院区门诊楼(扁
鹊楼)一楼大厅举行义诊活
动。

随着儿童矮小、性早
熟、肥胖等儿童内分泌疾病
发病率的逐年增加，山东大
学第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针对相关疾病已开设生长
发育专业门诊多年，其间对
矮小症、性早熟、性发育迟
缓、肥胖、糖尿病、甲状腺
疾病等进行了综合治疗和
预防。为使更多生长发育异
常的患儿得到更科学、更专
业的治疗，儿童医学中心将
于2018年7月11日起开展暑
假生长发育爱心义诊活动，
欢迎广大家长带孩子前来
咨询。

活动时间：2018年7月
11日-2018年8月31日(每周
三到周六)；活动地点：山东
大学第二医院广智南楼一
楼儿科门诊或广智南楼三
楼儿科内分泌病房；免费项
目：免挂号费，免费测身高
体重、免费生长发育评估，
检查后如果身高低于同龄
人平均身高第十百分位可
免费进行骨龄检查。

两两个个儿儿童童暑暑期期义义诊诊等等你你来来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近日，济南市历下区城管局环卫综合科党支部，开展了“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无偿献血 我先行”为主

题的爱心献血活动。15名党员干部参加献血，献血量达3000ml.。 通讯员 孙重楠 摄

济济南南市市妇妇幼幼举举办办““助助力力成成长长””义义诊诊
每月符合矮小标准的前30名孩子可免费测骨龄

本报济南7月12日讯(记者
孔雨童) 13日起，济南市

妇幼保健院身高促进门诊将
开展暑期义诊活动，专家将对
前来咨询的孩子进行公益生
长评估、生长治疗指导，每月
符合条件的前30名孩子还可
免费测试骨龄。

您的孩子在班级里个子
是不是偏矮，特别是进入最
矮的十名左右的孩子，必须
要关注孩子的身高，因为一
旦错过了最佳的生长发育节
点，青春期启动后会消耗掉
孩子的生长潜力，最终难以
达到理想身高。为了不让孩
子错过最佳生长发育期，使
孩子生长发育达到最佳状

态，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将举
办助力成长暑期义诊活动。
帮助家长解开迷惑，给孩子
一个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

活动时间：2018年7月9
日—8月31日(每周一至周五
全天)

活动地点：济南市妇幼
保健院西三楼身高促进门诊

活动内容：专家现场对
前来就诊患儿提供生长评
估、生长状况咨询、生长治疗
指导，将对每月符合矮小标
准的前30名儿童免费测量骨
龄。

关注身高，关注未来！欢
迎家长参加公益活动，前来
咨询。

六六旬旬老老人人义义务务““送送医医””近近十十年年
本报济南7月12日讯(记

者 陈玮) 近日，山东省赵
氏砭术整骨中心主任赵贺
宁，带领团队到解放军八一
拳击队、济南长清区福源老
年公寓、小庵慈航老年公寓
义诊，为队员和老人检查身
体提供保健服务。赵贺宁今
年已经六旬有余，但义务服
务却有近十年的时间。

据了解，赵贺宁是砭术
整骨第四代传承人，被列入

《 济 南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赵氏砭术整骨通过利
用传统砭术的“叩”和“拍”
的手法，治疗颈椎病、腰间
盘突出、膝关节、腕关节等
骨关节病。

义务送医，赵贺宁已经
坚持了近十年，他说很多低
收入的人专门找到他，希望
他能帮一把。“能帮的我都尽
量帮，这也是作为医生的一
项责任所在。”

义诊专家介绍

邹卉，医学博士，
济南市新生儿
疾病筛查中心
主任，兼任中
华预防医学
会新生儿疾
病筛查学组委

员；国家卫计委
新生儿疾病筛查

专家组委员；中国出生
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儿童遗传代谢
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
会遗传代谢病分会主任委员等职。从
事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诊疗
20余年。

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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