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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交流
促进学科迅猛发展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两腺外
科、泌尿外科、神经内科、妇科、内
镜诊疗科等5个学科为山东省临
床重点专科。区人民医院以此次
全面合作为契机，主动对接，不断
创新，拜大医为师，拜大师为医，依
托这一合作平台不断提升学科技
术实力、医疗服务水平和医院美誉
度，实现两家医院的共赢发展。

全面合作以来，区人民医院
以人才建设为突破口，每周六、周
日邀请千佛山医院两腺外科、泌
尿外科、神经内科、妇科、内镜诊
疗科的专家们前来坐诊。闻讯前
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纷纷表
示不出县城却能享受到省级专家
的诊疗服务，真是方便又称心。

专家们通过坐门诊、教学查
房、手术示教、会诊、疑难病例讨
论、举办学术讲座等，现场进行
传、帮、带，指导区人民医院开展
新技术、新业务。见贤而思齐，他
们忘我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工作
态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
激励着后辈的医务工作者。同时，
区人民医院选派业务骨干赴千佛
山医院学习交流。互通交流，使人
才立院成为医院业务发展的硬核
支撑，促进学科迅猛发展。

技术创新
业务能力全面提升

五个专科联盟，顺势蓄力，依
托省级平台，主动对接，开始了造
福一方患者的新篇章。济阳区人
民医院两腺外科在与顾禾教授团
队合作下，率先开展腔镜下甲状
腺乳腺手术、甲状腺结节的微波
消融手术，将甲状腺乳腺外科向
更加专业化、微创化、精细化、个
体化的综合治疗服务方向发展。

每周六、周日全天，千佛山医
院教授团队都来院开展门诊、查
房、会诊、手术、业务讲座，真正解
决广大群众看病难问题。

两腺专科专家顾禾，硕士研
究生导师、山东大学教授、主任医
师、两腺外科主任。专业擅长：各
种甲状腺、乳房疾病的外科诊断
与治疗及疑难甲状腺疾病的手术
治疗。特别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
不同病期乳腺癌的个体化综合治
疗（手术、放、化疗、内分泌治疗）
有深入研究。

坐诊时间：周天；
坐诊地点：济阳区人民医院

中心院区门诊楼三楼；
咨询电话：81172636、81172637

泌尿外科专家刘庆勇，医学
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教
授、千佛山医院泌尿外一科主任。
专业擅长：擅长微创治疗前列腺
癌根治术、膀胱全切+原位膀胱
术、腔静脉瘤栓取出术等高难度
手术。治疗来自全国各地的复杂
尿路结石患者3000余人次，在山
东省首先开展超级经皮肾镜、可
视经皮肾镜术，泌尿系结石治疗
全面化、系统化。

坐诊时间：周六；
坐诊地点：济阳区人民医院

中心院区门诊楼三楼；
咨询电话：81173706、81173707

泌尿外科专家魏学斌，主任
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泌尿外三科主任。专业
擅长：泌尿外科多种常见及疑难病
的诊断与治疗有很深造诣，率先开

展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及腹
腔镜下肾盂输尿管癌根治术，擅长
膀胱全切术、肾部分切除术、肾盂
成形术、肾上腺肿瘤等微创手术、
经皮肾镜、输尿管镜治疗各种复
杂泌尿系结石。对泌尿系肿瘤、性
病、男性不育、先天性畸形的诊断
与治疗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坐诊时间：周六；
坐诊地点：济阳区人民医院

中心院区门诊楼三楼；
咨询电话：81173706、81173707

妇科专家马迎春，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千佛山医院妇科副主任、教
研室主任。专业擅长：擅长宫腔
镜、腹腔镜、经阴子宫切除等微创
手术。在山东省率先开展妇科单
孔腹腔镜手术，完成妇科良恶性
性疾病手术130余例，居全省首
位，全国领先。2017年，在全国手
术视频大赛中以单孔腹腔镜手术
获决赛一等奖。

坐诊时间：周六；
坐诊地点：济阳区人民医院

中心院区三楼；
咨询电话：81177515、81178516

妇科专家王小元，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妇科副主任。专业
擅长：擅长妇科良恶性肿瘤尤其
是早期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
巢癌及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
症的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

坐诊时间：周六；
坐诊地点：济阳区人民医院

中心院区门诊楼三楼；
咨询电话：81177515、81178516

骨关节科专家袁振，主任医
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骨关节运动医
学科主任。专业擅长：擅长髋、膝
等关节损伤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特别在股骨头坏死、先天性髋臼发
育不良，晚期的髋、膝骨性关节炎、
晚期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
炎，血友病性关节炎等人工关节置
换术具有较深的造诣。尤其重视微
创治疗，擅长关节镜及微创手术治
疗骨关节疾病与急慢性损伤。

坐诊时间：周六；
坐诊地点：济阳区人民医院

中心院区门诊楼三楼；
咨询电话：81172633、81172635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帆
自奋蹄。院地合作，为两家医院架
起了友谊的桥梁，达到了互通共
赢的目标。今后，济阳区人民医院
将更全面、多学科、全方位推进务
实合作，以崭新的雄姿勇立于新
时代的潮头，奋楫争先，劈破斩
浪，扬帆远航，以优异成绩向党的
二十大献礼。

济阳区人民医院与千佛山医院全面合作，借力强院共谋发展

每个周末，千佛山医院专家来坐诊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助力济阳区中医医院内镜中心发展

消化道早癌诊治有了专属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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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份份，，济济阳阳区区人人民民医医院院与与山山东东省省千千佛佛山山医医院院全全面面合合作作签签约约揭揭牌牌仪仪式式在在区区人人民民医医院院隆隆重重举举行行，，济济阳阳
区区人人民民医医院院加加挂挂““山山东东省省千千佛佛山山医医院院分分院院””牌牌匾匾。。与与千千佛佛山山医医院院开开展展院院地地深深度度战战略略合合作作，，是是医医院院积积极极探探索索
和和实实践践““东东扩扩西西优优南南联联””战战略略的的必必由由之之路路，，也也是是深深化化医医改改的的现现实实要要求求，，对对进进一一步步提提高高医医院院的的医医疗疗质质量量和和服服
务务水水平平，，建建立立健健全全高高效效的的医医疗疗服服务务体体系系，，提提升升济济阳阳区区域域医医疗疗卫卫生生健健康康事事业业整整体体水水平平，，都都有有着着十十分分重重要要的的
推推动动作作用用。。

通讯员 王剑

为把更多的消化道早癌诊
治的新技术带到济阳，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让更多的病人获
益，自去年7月份“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济阳区中医医院消化内镜
诊疗工作站”授牌以来，中医医
院内镜中心与千佛山医院内镜
诊疗中心强化合作方式，通过组
建专科联盟，充分发挥带动作
用，在前期良好的合作基础上，
深化合作内涵，更好地实现优质
医疗资源的有序“下沉”。

伴随着消化道早癌诊治知
识的普及以及医院消化内科医
疗技术实力日渐雄厚，济阳区中
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诊疗数
量逐渐增多，有效解决了广大人
民群众“就医难、看病贵”问题，
将有力促进全区消化道早癌的
诊疗水平的提高，提高济阳消化
道早癌的检出率及治愈率，使更

多市民受益于消化道早癌诊疗
技术。

济阳区中医医院2021年与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内镜诊疗中
心合作成立济阳区中医医院内
镜诊疗中心工作站，在千佛山医
院内镜诊疗科的专家指导下，胃
镜室完成全区首例食管早期癌
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全区
首例超声内镜检查，全区首例内
镜下粘膜下肿物挖除术，此三项
技术均为全区首例，并将该技术
完善运用到患者身上，该技术能
完整切除较大面积病灶，是有效
治疗早期消化道恶性肿瘤的首
选切除技术。扎实推进我省消化
系肿瘤早诊早治专科联盟建设
工作，切实推动优质资源下沉、
提升区级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实
现省-区医疗服务同质化，借由
专科联盟的积极示范作用，能够
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
服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赵国良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内镜诊疗科

社会兼职：山东省
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结直肠学组委员、山东
省妇幼保健协会小儿消
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委
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消
化病介入委员会委员

专业擅长：1 .消化
道病变内镜下微创治疗
ESD/EMR（包括早期

咽喉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胃肠道间质瘤、神经内
分泌瘤、平滑肌瘤等内镜下切除）；2 .胰腺胆道疾病内
镜下微创治疗ERCP（包括胆管胰管结石碎石取石，
胆管胰管肿瘤活检及射频消融，胆道梗阻扩张及支
架治疗等）；3 .消化道梗阻内镜下微创介入治疗（食
管梗阻，幽门梗阻，十二指肠梗阻，肠道梗阻，胆道
梗阻等疾病扩张及支架治疗）；4 .消化道疾病的超
声内镜EUS微创诊断和治疗（包括穿刺活检EUS-
FNA，胰腺囊肿内镜下引流，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
引流EUS-BD等）；5 .经口胆道镜SPYGLASS直视
下胆管胰管肿瘤活检诊断及手术评估，经口胆道镜直
视下激光碎石等；6 .内镜下止血术，异物取出术，早癌
筛查。

葛特别提示

每周六周日为专家日

每周六、周日为专家日，专家日主要工作为内镜下特殊治疗：早期癌内镜下剥离术(ESD)，息肉切除
术(EMR)等治疗。

预约咨询电话：18866883122 高放医生

张秀斌
副主任医师
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
内镜诊疗科

社 会 兼
职：山东省医
学 会 消 化 内
镜 分 会 大 数
据学组组员、
山 东 预 防 医
学 会 肿 瘤 早
诊 早 治 分 会

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心神医学
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专
业委员会委员

专业擅长:消化管道疾病的内镜诊治工
作，包括早期癌、癌前病变的诊断与内镜微创
治疗，消化道出血的内镜下诊治，小肠疾病
的内镜诊治。熟练掌握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EMR）、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内镜
下多环黏膜套扎切除术（MBM）、经口内镜
下肌切开术（POEM）、内镜下经隧道肿瘤
切除术（STER）、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
术（EVL）/硬化术（EIS）及栓塞、单气囊小肠
镜的操作等。

济阳区中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诊疗数量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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