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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调理半年
解决14年顽疾

7月初，一封满含真挚感情
的手写感谢信和一面锦旗，送到
了山东省立三院国医馆辛凯旋
专家团队的手中，充满感激之情
的是来自上海的患者。

63岁的陈敏(化名)饱受顽
固性反复尿路感染之苦14年，尿
频尿急尿痛，最多时一天要上十
几次厕所，晚上没睡过一个好
觉。常年服用抗生素控制病情，
一停药就会复发。

“做了尿培养，发现对绝大
多数抗生素都耐药。”即使用上
最高级别抗生素，都对病情没有
太大帮助，今年1月，陈敏来到山
东省立三院求助辛凯旋教授。

辛凯旋教授细心诊治发现，
患者舌苔黄厚、脉弦数、舌质红，
脾肾两虚，下焦湿热，属于邪气
盛正气虚，邪气内陷。

辛凯旋教授给患者开了两
种药，一种是根据病情调配的水
丸，另一种是等待水丸制作期间
用来改善症状的免煎颗粒。

治疗大约半年，陈敏情况逐
渐好转，“吃着中药，不用抗生素
病情也得到控制了，辛教授果然
不同凡响，医术高明。”从不停起
夜上厕所整晚无法睡觉，到如今

只需上一次厕所就可以安然入
睡，陈敏十分感激辛老。

培养中医思维
始终坚守一线

辛凯旋与中医的结缘，要从
他的大学时代说起。1965年，他
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
药大学)就读中医医疗系，六年
毕业之后，被分配至贵州一个偏
远的乡镇医院做医生。他跟着当
地的赤脚医生去山里采药，认识
了几百种中草药，并且对每一种
中药材的加工炮制了然于胸。

在行医中，辛凯旋还收集了
很多民间的单方偏方，光单方就
收集了200多个，有些经过改良

创新沿用至今。从贵州回来之
后，辛凯旋随即进入山东省立三
院(原山东省交通医院)成为一
名医生。

2020年，正值山东省立三
院建院70周年，从临床医生到
门诊部主任，再到原山东省交
通医院院长，辛凯旋教授领导
和见证着医院的发展与辉煌。
他始终没有脱离一线，秉承治
病救人的初心和使命，为生命
保驾护航。

从医五十余载
一心只为患者

2006年正式退休，辛凯旋
教授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临床一

线。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
全科基层大夫。“不光是局限在
病本身，关键要看到病的根本
在哪”。

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辛凯
旋教授都会准时出现在门诊上，
为慕名而来的患者进行诊疗。对
于每位患者他都要详细询问，把
自己的休息时间“压榨”到最少。
半天门诊时间，最多能诊治90
人，平均50余人次，他忙得连口
水都顾不上喝，甚至厕所也不
去，只为了能多看一位患者。

已经年逾七旬的辛凯旋教
授，身材瘦削，精神矍铄，从来没
想过停下治病救人的脚步。“我
会坐诊直到自己再也看不动的
那一天。”

从医五十余载的山东省立三院名老中医辛凯旋：

“会坐诊到看不动的那一天”

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山东分中心：

家门口的房颤专家团队，精准射频消融为患者护航

虽然已退休多
年，山东省立三院国
医馆名老中医辛凯
旋教授依然活跃在
一线，每周一到周五
风雨无阻坚持坐诊，
凭借精湛医术，为患
者祛除病痛。五十余
载中医药领域的浸润
积淀，辛凯旋教授始
终坚持辨证施治，以
证统病、病证互参，传
承医者精神，弘扬中
医文化，为无数患者
送去康复希望。

房颤那些事

专 栏 简 介

房颤作为临床最常见的快速性心
律失常，被称为“21世纪的心血管流行
病”，房颤使卒中风险增加5倍，已成为
日益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如果没有
采取适当的治疗，房颤可导致致残性、
致命性并发症。然而，目前全国甚至全
球的房颤诊疗水平良莠不齐。

为提高房颤诊疗质量，山东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科及
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专家通
力合作、充分整合医疗资源，2018年9
月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山东
分中心挂牌成立，以领先的消融技
术，中西医结合的特色治疗，为广大
房颤患者健康护航。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心血管病科为中华中
医药学会心血管疾病介入诊
疗培训基地，科室自1996年
开展各种心脏介入手术，包
括冠脉复杂病变、心脏起搏
器植入、心律失常射频消融
等介入治疗。科室学术带头
人王营教授，是山东杰出介
入专家，从事心血管内科临
床医疗工作三十余年，擅长
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病、心
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的中西
医结合诊断治疗。现担任中
华中医药学会介入委员会常
委、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介
入心脏病委员会主任委员，
济南市心脑同治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等职务。

面对日益多发的房颤疾
病，为解决房颤诊疗良莠不
齐的现状，山东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科及
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
强强联合，成立上海交通大
学房颤诊治中心山东分中
心。

中心首席专家刘旭教授
为国家二级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交通

大学房颤诊治中心主任，国
际房颤领域著名专家，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内最
早开展射频消融术的医生之
一，迄今共完成50000多例
的复杂心律失常导管消融
术，其中房颤导管消融术超
过30000例。

在大量的实践基础上，
刘旭教授带领团队凝炼出先
进的房颤治疗理念——— 房颤
转子(Rotor)消融。Rotor是
近年国际上房颤领域的热
点，目前被认为是产生持续
性房颤的关键病灶。刘旭教
授率先在国内引入这一理念
并提出了“房颤转子-胸科
标测方法学”，更精准地实施
射频消融术，大大提高了房
颤导管消融手术的成功率。

房颤中心成立一年余，
在刘旭教授的指导下，共免
费接诊患者500余名，严格
把握适应症，实施房颤导管
消融手术二百余例，一站式
手术数例。尤其是房颤转子
标测及消融方法的应用，在
国内乃至国际房颤导管消融
领域内独树一帜，进一步提
高了房颤消融的成功率。

本专栏由山东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
内科暨上海交通大学房
颤诊治中心山东分中心
专家团队倾力打造，旨在
普及房颤知识，规范房颤
治疗，服务广大房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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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民政厅等
8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决定在全省开展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关爱保护“法规政策宣
讲进村(居)”活动。宣讲
活动时间为2020年7月
到2 0 2 1年6月，分两个
阶段进行，实现全省所
有村(居)全覆盖。

宣讲重点突出政策
法规宣讲、履职政策宣
讲、家庭教育宣讲、儿童
自护宣讲四大模块10个
主题。宣讲对象主要针
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及其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村 (居 )儿童主
任等，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扩大到全体儿童和村
(居 )民。其中，乡镇 (街
道)、村(居)按照就近、就
便、就简的原则，依托村
(居 )会议室、妇女儿童
家园、广场、院坝等场所
开展宣讲。服务对象少
的地方，可以采取联合
宣讲、入户宣讲、视频宣
讲或观看录像、广播等
形式进行。据悉，宣讲活
动将按照“民政牵头，分
级负责”的原则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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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房颤治疗技术“直击”关键病灶

阵发性房颤消融成功率大大提高

全省率先建立房颤智能化病房

人性化服务让患者更满意

为方便数据回顾及病人
的统一管理，中心建立了山
东省内第一个房颤智能化病
房，从病人宣教、术前管理、
术后康复、围手术期药物调
整、数据监测、院外随访等各
个方面建立、健全患者的档
案信息，增加了医患间的交
流互动，提高了患者对治疗
方案的满意度及配合度。

中心2019年9月牵头成
立山东省济南市房颤基层防
治联盟，一方面组织基层医
院医师开展房颤诊治方面的
学习，另一方面给予完善的
技术支持，提高基层患者房
颤的生存率、降低卒中发生
率并规范常规治疗。除此，房
颤分中心积极利用媒体、微
信公众号、房颤咨询热线等
多种渠道向广大民众普及房
颤相关知识，为房颤患者答
疑解惑。积极开展义诊、房颤
健康知识巡讲等公益性活
动，增进了患者对房颤的认
识。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上
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山
东分中心充分发挥中西医结
合诊疗特色，在消融策略的

选择、消融技巧的把握、围术
期的处理、门诊的随访、消融
相关房速的治疗等多方面都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帮助广
大患者彻底告别了房颤带来
的脑卒中、心衰等困扰，提高
了生活质量，减少了栓塞风
险，减轻了经济负担，受到了
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今后，
房颤中心团队将再接再厉，
积极推进房颤防治领域的专
业发展和新技术的临床应
用，并加强学术交流和推广，
为广大房颤患者的健康保驾
护航。

房颤咨询及专家预约热
线：0531-58196645

更多详情可关注

科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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