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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7日讯 (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张勇 金

鑫 ) 近日，济医附院心内科孙
景芝教授团队在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甘立军的大力支持下，
由金鑫、韩朝鑫医师、卓军技师
等人，通过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
术(OCT)精准评估，成功完成了
血管内冲击波碎石(Shockwave
IVL)联合药物球囊扩张成形技
术，治疗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
(ISR)伴重度钙化病变。此项技
术的开展标志着医院心内科冠
脉介入领域对于钙化病变的处
理迎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64岁的患者赵女士有高血
压病病史20余年，她在16年前接
受了冠脉支架置入术治疗，LAD
置入一枚支架，术后规律服药，
病情控制稳定。近半年来，患者
反复于活动后出现胸闷、胸痛，
伴有出汗、便意，休息数分钟可
缓解，且多次于当地医院住院治
疗效果都不明显。9月6日，赵女
士在外院行冠脉造影显示冠脉
单支病变，LAD支架内再狭窄伴
重度钙化，于靶病变处予切割球
囊处理。但因钙化重，切割球囊
膨胀不全，残余狭窄仍 7 0～

80%，患者依然反复胸闷、胸痛
发作，遂来济医附院心内科寻求
进一步诊疗。接诊后，经过孙景
芝教授团队综合分析讨论患者
病情，结合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
术(OCT)精准评估，为患者实施
了 血 管 内 冲 击 波 碎 石
(Shockwave IVL)联合药物球
囊扩张成型技术，术后患者恢复
良好。

据了解，随着人口老龄化进
程 的 加 快 ，冠 状 动 脉 钙 化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CAC)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由于钙化病变较硬，常使病
变不能充分扩张，器械通过困
难，支架膨胀不充分，进而导致
治疗失败和(或)各种严重并发
症。因此，钙化病变的充分预处
理就成为介入治疗成功的首要
条件。然而目前临床上应用的常
用的预处理方法，如切割球囊、
棘突球囊甚至冠状动脉旋磨，亦
不能满足上述需求，而且多数操
作技术难度大、风险高。

冠状动脉血管内冲击波碎
石技术(Shockwave IVL)是基于
治疗泌尿系结石的碎石理念，结
合球囊成形术进行创新性研发的
新技术，可通过球囊内脉冲产生
的声压力波选择性作用内膜及中
膜下的钙化病灶，使钙化松解却
不影响血管内膜的完整性，达到
钙化斑块修饰的效果，扩大管腔
面积，为后续的支架置入和充分

膨胀提供充分的条件，也弥补了
冠状动脉旋磨后仍残余狭窄较
重、钙化环不能有效断裂等缺陷。
该项技术于去年初正式在美国应
用于临床，今年5月份在国内获批
应用。济医附院心内科作为鲁西
南冠脉介入领域领军单位，也是
省内乃至国内知名的心血管疾病
诊疗中心，率先开展此项技术，同
步国际最新的冠脉介入技术，提
高了医院治疗严重冠脉钙化病变
的能力，也为此类疾病患者提供
了更多治疗选择。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郭纪轩) 11月5日，由济宁市任城
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济宁市第
二人民医院承办的任城区残疾人
康复救助联盟康复技术培训班线
上开班，来自各镇街道残疾人专
职干事及各定点康复机构业务骨
干参加了此次线上培训。

此次培训班邀请李娜、谢起
星、孙聪、赵文静、冯钰铭、赵良
栋、王宜超、朱丽丽等残疾人康
复领域的专家进行线上授课，授
课老师水平高、专业性强，课程
设计充分体现了理论性和应用
性，既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又紧
扣实际的工作经验，通俗易懂，
对开展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有

很大的帮助。
“我们相信，这次培训班必

将成为交流经验成果，增进合作
的重要学术平台，必将有力推动
任城区残疾人康复专业发展。”
开班仪式上，济宁市第二人民医
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王华斌表示，
为使授课内容更加系统化、实用
化，课程紧紧围绕各康复培训机
构突出困难问题进行培训，希望
通过培训能够为残疾人康复工
作打造一支作风硬、能干事的残
疾人康复工作队伍助力。

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
医学科是市级重点学科，始终坚
持以现代康复医学为主导，将现
代康复技术与临床医学、祖国传

统医学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患者
为中心的多学科康复团队工作
模式，其现代康复医学体系，可
满足不同疾病、不同层次患者的
康复需求。

此次培训班不仅提高了学
员们的热情，还吸引了众多残疾
人家属在线参与。学员们纷纷表
示，今后将加强学习，不断提高
自己的专业服务水平，为推进任
城区残疾人享受高质量康复服
务积累本领、传递本领。济宁市
第二人民医院作为培训班承办
单位，也将继续发挥任城区医疗
行业龙头作用，为进一步提升区
域残疾人康复服务能力贡献智
慧和力量。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 (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王倩 张

尊磊 ) 近日，一位胸痛患者来
到微山县人民医院胸痛门诊就
诊。值班医生朱标及时接诊后，
通过心电图发现该患者为急性
下壁心肌梗死，第一时间启动
了急救流程，即刻给予双抗顿
服、建立静脉通道、抽血查心梗
三项。会诊医生许加魏及时会
诊，并快速谈话签字、一键启动
导管室。

在去导管室的途中患者突
然出现室颤，心跳骤停，危在旦
夕。许加魏、朱标和随同护士及
时给予除颤，心肺复苏、恢复窦

性心律。到导管室时，医院急诊
介入人员已做好二级防护在导
管室门口等待。患者进入导管室
后，手术团队迅速进行消毒、穿
刺、造影等一系列精准熟练的操
作。接着快速过导丝、抽吸血栓、
开通血管、植入支架，全过程干
净麻利快，患者最终脱离生命危
险。责任、速度、技术，一场分秒
必争的生死竞速在该院胸痛中
心成功完成。

微山县人民医院心内二科
主任张尊磊介绍，近两天像这样
的急性心肌梗死急救已经上演
了两次，两位患者中一位72岁，
另一位则仅有33岁。对于胸痛急

救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无论白
天黑夜，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
已经是胸痛中心团队经常经历
的事。

据了解，微山县人民医院于
2019年成功创建中国胸痛中心，
胸痛中心24小时开放绿色通道，
整个团队均经过国内知名三级
甲等医院的正规培训，以专业精
湛的救治技术，秉承全力守护湖
区群众心血管健康的救治理念，
并通过多学科联动配合，把握好
心梗后开通血管的黄金120分
钟，全力以赴缩短胸痛患者的全
流程救治时间，用实际行动筑起
生命的绿色通道。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陈伟) 日前，
城前镇尚河村的李大爷在邹城
市人民医院物业员工杜保燕手
中接过了丢失的住院费用，李大
爷竖起大拇指，感谢医院工作人
员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

当日早晨8点多，杜保燕在
门诊二楼发现一个装有现金的
白色塑料袋，但四周并无其他
人。杜保燕立即联系了物业公
司主管带着钱来到该院病友服
务中心，经过大家共同检查，发
现塑料袋内装有现金1900元。正
想去看监控的时候，物业公司

主管带着失主李大爷来到病友
服务中心，经过认真核对，杜保
燕把钱亲手交给了李大爷。

原来，李大爷因急症到邹
城市人民医院就诊，在交住院
费的时候，发现带在身上的钱
没有了。他只好到门诊大厅求
助工作人员。听说此事后，医院
导诊和保卫科值班工作人员一
边安慰，一边进行电话问询，得
知钱已暂存至病友服务中心，
李大爷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交付现场，李大爷拿着失而复
得的现金非常激动，热泪盈眶，
深感庆幸。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王正忠

孔莉莉) 近日，汶上县第三人
民医院内科成功通过济宁市基
层医疗特色专科市级审核验
收，这是医院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

长期以来，汶上县第三人
民医院根据医院实际和地域特
点，努力开发内科核心技术，目
前，该院内科在医疗技术水平、
建设规模和服务效益上成为辖
区及周边地区的领头羊，不仅
可以诊疗高血压、糖尿病、哮
喘、脑梗塞、冠心病等常见病，
还能诊疗“小而难”的专科病，
获得辖区群众的高度认可和信
任。

特色专科建设是衡量医院
综合水平的重要因素，亦是医
院核心竞争力的表现。下一步，
医院将以此次审核验收为契
机，充分发挥好特色科室作用，
以点带面强化医疗服务能力，
按照多个专科化、特色化科室
的思路持续创建多个基层医疗
特色专科，并推进人才队伍建
设，进一步完成专科设施、设备
的升级换代，做好群众身边的
特色医疗，为群众提供更加安
全有效、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紧随医学前沿，持续开展应用新技术
济医附院成功完成血管内冲击波碎石联合药物球囊治疗冠脉钙化病变

提升服务能力，精准助力残疾人康复
任城区残疾人康复救助联盟康复技术培训班线上开班

争分夺秒，导管室“一键启动”
微山县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两名急性心梗患者

汶上县第三人民医院
学科建设再获新突破

平凡举动暖人心
拾金不昧好榜样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杨林青)

日前，济医附院妇科门诊举行
少儿妇科开诊仪式，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甘立军，医务处、
护理部等科室负责人及妇科专
家、医护人员代表等参加活动。

少儿妇科全称为“小儿及
青少年妇科学”，英文名：pedi-
atric and adolescent gynecol-

ogy，简称PAG。少儿妇科门诊
诊疗范围涵盖从出生到18岁间
所有与妇科相关的问题。目前
国内开设少儿妇科门诊的医院
较少，但在临床上少儿妇科疾
病并不少见，比如两性畸形、生
殖道畸形、性发育异常、妇科肿
瘤、性早熟等，范围涉及妇产
科、儿科、遗传、心理等多学科。

目前济医附院少儿妇科门
诊均由正高职称专家团队坐
诊，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相信
会为少儿妇科疾病患儿提供更
规范、更专业的诊疗服务，为患
儿的健康保驾护航。

护航儿童青少年健康

济医附院少儿妇科门诊开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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