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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1日讯(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卢加雷)
10月31日，济宁市市直机关

医院邀请北京同仁医院心脏
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王吉
云教授来院免费为患者进行
疑难病例会诊，并进行教学授
课，让当地患者足不出市即享
受到国家级专家的医疗服务，
也为提升该院心内科的医疗
技术水平和为患者提供更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奠定了良好
基础。

王吉云从事心血管临床
及心律失常药物及介入治疗
工作，主要诊疗高血压、高血

脂、冠心病、心力衰竭等心内
科疾病，尤其擅长心律失常、
心源性猝死、晕厥的诊疗。出
版20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科普文章百余篇，主
编、副主编科普图书6部。

得知医院来了专家，诊室
外早早的就排起了长队，“平
时按时吃降压药了吗，血压还
是有些高，最近有没有感觉到
不舒服？”王吉云一到诊室，便
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对门诊预约的43余名患者逐
一耐心询问，针对患者的现状
提出了系统的治疗方案。“王
教授的现场指导与病案分析

给我们医院带来了前沿的治
疗理念和科学的诊疗方法。”
不少旁听的医护人员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

据了解，作为市级保健定
点医院，济宁市市直机关医院
承担着300余名领导干部的保
健任务，同时有4000名慢性疾
病患者定期前来就诊。通过此
次与北京同仁医院的合作，该
院心内科将以北京同仁医院
心脏中心为标杆和方向，不断
提高心内科的诊疗水平，使济
宁老百姓足不出户亨受最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更好地为济
宁百姓健康服务。

市直机关医院请来北京专家，免费进行心血管病疑难病例会诊

患患者者家家门门口口就就能能看看““专专家家号号””

本报济宁11月1日讯 (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樊文
娟) 10月23-25日，济宁市疾
控中心举办2018年济宁市狂
犬病防控技术培训班，让基
层狂犬病防控工作者了解最
新的防控技术规范，熟悉狂
犬病暴露处置操作流程，各
县市区疾控中心分管主任、
传染病防制科科长、部分业
务骨干以及各县市区狂犬病
暴露处置门诊业务骨干共300
余人参加了培训班。

今年以来，济宁开展了
狂犬病疫情监测、宿主动物
带毒情况调查、狂犬病暴露
处置门诊信息化建设、“世界

狂犬病日”宣传等一系列工
作，取得了理想的防控效果。
截至目前，全市范围内未报
告人间狂犬病病例。

培训班上，市疾控中心
专家总结了狂犬病疫情形势
与防控对策，解读了狂犬病
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版)，
并要求全市进一步强化狂犬
病暴露处置门诊规范化建设
与管理，提高狂犬病暴露处
置技术水平，强调规范开展
狂犬病暴露处置登记与报告
工作。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纷
纷表示，通过培训加深了对
防控工作的理解，提高了理
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能
力，解决了平时工作中遇到
的疑惑与难点，有助于济宁
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
范、有效开展。

狂犬病防控培训班开班
300余名专业人员“充电”

口口碑碑相相传传，，湘湘妹妹子子千千里里赴赴济济求求医医
济宁市中医院辩证疗法让患者重获健康

本报济宁11月1日讯(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王碧辉)

“大夫，请为我办理入院手
续。我刚下火车，从湖南专程
赶来的。”日前，一位年轻女子
提着大包小包急匆匆走进济
宁市中医院妇产科门诊，要求
办理住院。

门诊值班的副主任医师
冯彦君十分疑惑。经了解得
知，原来这位26岁的湘妹子有

慢性盆腔炎，在当地治疗过多
次，病情总是反反复复。她有
一位嫁到济宁的姐姐，三年前
曾在该院妇产科住院治疗慢
性盆腔炎3个疗程，病情也没
有复发。湘妹子通过姐姐的介
绍，专门放下工作来到该院妇
产科求医。

冯彦君介绍，盆腔炎是女
性常见病，小腹隐痛、坠胀，低
热，腰疼，阴道分泌物增多、色
黄，可能都是盆腔炎惹的祸。
由于此病较顽固，很多患者因
治疗不彻底而反复发作，给女
性带来痛苦，影响生活质量而

且还可能导致不孕不育。
“盆腔炎的治疗方法有很

多种，中西医各有所长。医院
妇产科制定了中药口服，中药
灌肠，中药封包塌渍，辅以穴
位贴敷等综合性中医治疗方
案。”该院妇产科主任陈继兰
介绍，科室充分发挥中医优
势，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月经不
调、慢性盆腔炎、顽固性阴道
炎、不孕不育等病症上受到不
少患者的肯定。

目前，该患者已经在该院
妇产科治疗了一周的时间，自
觉症状明显减轻。

专家详

细询问

患者病

情。

济宁市中心血站举办
临床输血技术培训班

本报济宁11月1日讯(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程云)

日前，济宁市中心血站血型参
比实验室举办了为期两周的
临床输血技术培训班，各县市
区人民医院输血科及中心血
站体采科、成分科、质控科、检
验科、血源科等科室的工作人
员20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对学员进行
了系统的理论培训，内容涉及

《输血科质量管理及建设》、
《闭环式输血信息化质控管
理》、《现代输血研究新进展》、

《输血保护与输血治疗》、《人
类红细胞血型系统简介》、《新
生儿溶血病》、《自身溶贫输血

疑难问题解析》、《红细胞血型
抗体的筛查及鉴定》等相关输
血知识。理论培训结束后，进
行 了 系 统 的 实 践 操 作 ，如
ABO、Rh血型鉴定、唾液型物
质的检测、混合视野血型鉴
别、亚型鉴定、新生儿溶血病
等，从而加深了学员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培训班上，学员积
极发言请教临床输血中遇到
的问题，各位授课老师均一一
做了详细的回答。

据了解，目前济宁成分输
血率达100%，临床安全输血、合
理用血、自体输血以及输血科
研能力有了质的飞跃。通过此
次临床输血技术培训班的系统
培训后，将进一步增强济宁医
疗输血的安全意识，提高临床
输血质量和管理水平，树立正
确的输血观念，促进临床科学
合理用血和自体输血工作。

本报济宁11月1日讯 (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王
碧辉 ) “恢复的不错，平时
活动悠着点了，以免摔倒再
次导致骨折。”在济宁市中
医院骨伤科病房内，科主任
付宝光正在病房查房，交代
患者注意事项。在不少人看
来，这位来自哈尔滨的骨科
专家不仅医术精湛，对患者
更是像对待亲人一样细心、
耐心。

95岁的赵奶奶原本身体
硬朗，前不久不慎摔倒导致
胸椎骨折，老人痛苦不堪，躺
在床上不能活动，这可把一
家人吓坏了，赶忙将其抬到

了济宁市中医院。经核磁共
振检查，确诊为：胸椎骨折。
考虑到患者的年事已高，还
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
本不报手术希望的家属找到
付宝光，付宝光和团队经过
仔细评估患者病情，并请心
病科医生会诊，协助治疗其
基础疾病。在确保患者能耐
受“微创”手术指征的情况
下，为患者实施了“经皮椎体
后凸成形术”，仅在患者背部
开了一个不到7毫米的小圆
孔，用一导针穿刺进入病椎,
不需切开皮肤及肌肉组织,将
俗称骨水泥(PMMA)的生物
材料灌注入椎体,即刻固定骨

折椎体，顺利地将骨折的胸
椎复位。术后2小时，患者感
觉骨折处明显减轻，术后第
二天，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
下床行走。“我以为这下倒下
了，没想到还能下地走路。”
看到救治自己的医生，老人
开心地竖起了大拇指。

“虽然骨折本身并不直
接危及生命，但患者长期卧
床，很容易发生肺炎、血栓、
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加重
老人病情。”付宝光说，微创
手术让老人恢复了自理能
力，在减轻病痛的同时也减
少了并发症。相比传统手术，
经皮椎体成形术具有无需缝

合、创伤小、花费少、术后恢
复快、住院时间短、基本无出
血等优点，适用于年龄大于
60岁，并由骨质疏松导致的
新发骨折患者，术后再全面
科学的纠正骨质疏松症状，
让老年患者身体越来越硬
朗。

据了解，付宝光是2016年
8月通过济宁市中医院人才引
进工程来到该院就职，以往需
要请外来专家操刀的骨科手
术，如今在他的带领下都可以
轻松完成。科室大力开展“微
创”手术，如椎间孔镜微创术、
关节镜、经皮椎体后凸成形
术、腰椎神经根阻滞、骨折的

微创治疗等，可以治疗胸腰椎
节段所有类型的椎间盘突出、
骨折、增生以及各种类型关节
病等病症；对四肢、骨盆骨折
微创治疗，骨不连和畸形的矫
正，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同时，
科室设有康复师，中医的针
灸、按摩、中药塌渍、熏洗、中
药口服等中医适宜技术在治
疗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炎等
病症也发挥着极大的优势，
使许多需要手术的患者经保
守治疗得以康复。如今，济宁
市中医院骨科医疗技术受到
济宁及周边地区众多患者的
认可与青睐，不断有患者慕名
而来。

9955岁岁老老人人不不慎慎跌跌倒倒胸胸椎椎骨骨折折
济宁市中医院骨伤科微创技术让患者重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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