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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射频频、、激激光光、、火火针针，，给给皮皮肤肤一一次次重重生生的的机机会会
走进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揭开这一段段美丽背后的故事

脸上红褐色的瘢痕、一片片黑白相间的白癜风、
人群中走过却因为汗腺的机体功能障碍，散发出刺
鼻的异味……当一位位绝望中的患者遇到济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他们又看到了希望，从最初的自
卑到现在的自信，美丽洋溢在每一位患者身上。

今天让我们聚焦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
“术业有专攻”的青年才俊，共同揭开这份美丽背后
的故事。

皮肤科陈彬：
一手射频仪，让身体异味不复存在

“躺好！别紧张！经此一
役，你的异味将不复存在。”7
月17日上午10点，在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陈彬
手持黄金微针射频轻轻的从
患者的腋下刮过，伴随着阵
阵的安抚，患者从最初的不
安，逐渐平静下来。

2013年，刚刚从青岛大学
硕士研究生毕业的陈彬成功
入职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成
为了一名皮肤外科的青年才
俊。“我本、硕都是读外科学
的，在这里我的主攻方向是皮
肤外科。”陈彬坦言，皮肤外科
是皮肤科的亚专业，主要解决
通过皮肤内科解决不了的疾
病，达到内外兼治、微创和美
容的效果。

“就在去年，一位刚刚考
上大学的艺术女生，因为狐

臭来到了这里。”陈彬回忆
到，浓浓的狐臭让这位原本
漂亮的女生看起来有些自
卑。最后陈彬通过微创疗法，
使得腋下的褶皱完美消盖了
手术疤痕，不仅消除了异味，
还更加自然。

在医院及科室负责人的

支持下，以陈彬为代表的皮
肤外科团队技术日渐成熟，
狐臭消除只是他们业务水平
的一个缩影，白癜风表皮移
植、瘢痕去除、皮瓣移植……
多项技术的钻研助推着陈
彬，带领着皮肤外科这支年
轻的队伍自信前行。

陈彬，外科学硕士，兼任科室教学秘书，立志做鲁西南地区皮
肤外科亚专业最好的医生。擅长良恶性皮肤肿瘤的治疗、植皮术、
皮瓣成形术、扩张器植入术、瘢痕修复术、白癜风表皮移植术等。在
济宁率先开展黄金微针射频技术治疗腋臭，创伤小，恢复快，不留
疤痕，已为近百名患者解除了疾病困扰，使患者恢复了自信。

国家级真菌实验
室、鲁西南首台美国三
维皮肤CT、首支黄金微
针、年手术量1500余台
次、3位硕士生导师……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皮
肤科作为鲁西南最早建
立的皮肤专科，经过65
年传承和沉淀，已成为
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
体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皮
肤病特色明显的山东省
临床重点专科、山东省
中医药重点专科。现有
主任医师3人、副主任医
师5人、主治医师4人、住
院医师13人，其中，博士
后1人、博士2人、硕士生
导师3人、硕士22人，配
备有门诊护士7人、病房
护士17人。在多种疑难
病及危重病人的处理及
抢救上屡创佳绩，尤其
在银屑病、带状疱疹、重
症药疹、天疱疮、红斑狼
疮等危重疑难皮肤病的
诊疗上享有盛誉，达到
省内先进水平。

医院和科室高度重
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鼓励和倡导每位医生各
有所长，其他兼顾，优势
互补，如今皮肤科亚专
业涵盖皮肤病理、皮肤
真菌、中西医结合、激光
美容、皮肤外科、注射微
整等。科室有独立的真

菌检查室，治疗室，水浴
-光疗中心，过敏原检测
室，皮肤病理、手术室，
皮肤C T室，激光治疗
室。其中，水浴-光疗中
心，主要开展麦饭石、中
药、高锰酸钾等多种洗
浴疗法，结合NB-UVB、
308nm准分子光，用于治
疗银屑病、顽固性瘙痒
等多种皮肤病。皮肤CT
室拥有鲁西南地区第一
台美国三维皮肤CT影
响分析系统，为各种皮
肤科常见病、疑难病的
诊断及治疗提供了重要
保证。激光室具有多种
先进设备，包括595nm脉
冲染料激光、Q-开关翠
绿宝石激光、调Q激光、
半导体755nm冰点脱毛
仪、无针水光治疗仪、多
极射频“热拉提”、离子
束瘢痕治疗仪等。主要
用于治疗太田痣、纹身、
咖啡斑、雀斑、血管瘤、
蜘蛛痣、鲜红斑痣、痤
疮、酒渣鼻等损容性皮
肤病以及面部年轻化管
理。

代代接力，薪火相
传。在皮肤科主任邱莹的
带领下，中西医结合的优
势和特色让医院皮肤科
声名远扬，在引领区域学
科发展的同时，惠及鲁西
南地区无数家庭。

济宁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

本报通讯员 李倩 记者 姬生辉 朱熔均 实习生 房体朔

皮肤科史先花：
激光祛瘢痕，助患者找回自信

一头长发，说话井井
有条，嘴角总是带着淡淡
的微笑，这是济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皮肤科史先花带
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恬静
的外表下，她是一位皮肤
美容技术高超的皮肤科医
生。

对准脉冲染料激光
仪、轻轻地调试脉宽与能
量参数……手术室里史先
花按下开关，闪烁的激光
打在患者脸上。“我研究生
时读的皮肤学，但是受导
师的影响，专业方向为皮
肤美容。”从刚毕业的是青
涩学子到如今的青年医
生，她用5年时间完成了自
己的华丽转身。

“就在前几天我遇到
了一个患者，红色的瘢痕

布满整张脸庞，我们特意
采用了激光治疗技术。”史
先花坦言，看似简单的激
光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容
易，需要根据整张脸庞的
肤色、瘢痕的颜色及大小，
调整脉宽、能量密度等参
数。“短短三个疗程，整张

脸上的疤痕就消失了，看
着肤色一致的脸庞，患者
更加自信了。”史先花说。

现如今，史先花在皮
肤外科的激光水平日益提
高，去除瘢痕粒子束激光、
面部年轻化治疗等多项技
术成为她的拿手绝活。

史先花，硕士研究生，主攻皮肤激光美容专业，皮肤科临
床工作6年，熟练掌握各种常见和少见皮肤病的诊断和治疗，
尤其擅长激光治疗各种皮肤病：激光脱毛、除皱、紧肤，淡斑、
治疗血管瘤、红血丝等疾病。面部年轻化管理，常见皮肤病的
诊疗工作及皮肤CT的操作和解读。

皮肤科王海：
火针疗法，皮肤科的“两条腿”

一本泛黄的火针疗法教
材，办公桌一旁整齐的堆放
着密密麻麻的中医用针，王
海不时地翻看着书本，一手
捻 起 针 朝 空 气 中 比 划 两
下……

2012年，从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中西医结合方向)本
硕连读毕业的王海成功入职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为
了皮肤科的一名医生。得益
于自己的专业方向，入职后
的王海成为了皮肤科研究中
医外治皮肤方面的青年才
俊。

“就在今天一名患者的
躯干长满了白癜风，有着10
多年的病史。”王海将手比成
碗状说到，为此她特意为患
者选择了口服中成药+激光+
火针疗法。王海坦言，看似容

易的火针治疗有着不小难
度，刺得轻了没有效果、刺得
稀疏覆盖不了病变区。为此
每一个病变区的针灸王海根
据病变状况判断深浅，将病
变区的针灸覆盖率达到了
85%以上。

“对于一些皮肤科的疑

难杂症，我们可以换一种思
路，通过中西医两条腿走路
的方式解决。”如今，王海除
了火针外，穴位注射、放血疗
法、梅花针外，诸多技术也是
王海的专项专长，尤其是采
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解决皮
肤科急、慢性疾患方面。

王海，中医学(中西医结合方向)硕士研究生，擅长火针、穴位射、
拔罐、放血疗法、耳穴压豆,梅花针,穴位理线等在皮肤科的应用,采取
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解决皮肤科急、慢性疾患,尤其在火针治疗白癜
风、痤疮、扁平状、带状疱疹及后遗神经痛 ,神经性皮炎 ,慢性湿疹、
秃、痒疹粟丘疹,银屑病,毛囊炎,疖肿等皮肤病方面有较深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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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7月24日讯
(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李建俊) 近日，济宁市卫
生监督所和任城区卫生监
督所两级联合，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以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游泳场所为重点的
公共场所卫生执法监督专
项行动，保障夏日公共场
所卫生安全。

此次行动旨在及时发
现并消除公共场所存在的
卫生安全隐患，查处违法行

为，保障公众健康。同时营
造多元共治的社会氛围，提
升公众的卫生安全意识。

检查中，针对人工游
泳场所进行了重点监督抽
检，并要求游泳池水质必
须公示，入口处要有明显
的“严禁肝炎、重症沙眼等
疾病患者和酗酒者进入”
的标志。所有从业人员要
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场馆
要制定健康危害事故应急
预案。

夏日空调已经成了公
共场所清凉“必备品”，然
而空调的清洁问题一直易
被忽略。此次对于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同样严
格，要求开放式冷却塔、空
气处理机组等每年要定期
检查、清洗和维护，并有完
整记录，空气过滤网每6个
月要清洗或更换1次。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卫生监督部门将督促
责任单位整改，对更严重
的违法行为，将第一时间
依法进行查处。此外，济宁
市还将通过多种形式和渠
道，宣传相关卫生知识，引
导市民正确消费，并在媒
体、网站、微信、微博等平
台上公布专项行动进展，
促进社会监督。

济宁市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游泳场所卫生执法监督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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