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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快来大医生公益讲堂，听王大夫聊聊如何还您完美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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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手术解除三年剧痛
市四院为患者换膝关节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珊珊 李芊

近日，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完

成了一例复杂全膝关节置换术，解

除了古稀老人长达3年多的膝关节

剧痛之苦。据介绍，本次手术的成功

实施，不仅填补了医院在高难度人

工膝关节置换领域的技术空白，也

标志着医院在人工关节置换技术方

面又上新台阶。

72岁的患者陈某因膝关节疼

痛3年，近期左膝关节畸形、疼痛加

重，不能行走。1月3日在家人陪伴

下来到四院就诊，检查发现左膝关

节外翻屈曲畸形重，且有较大骨缺

损……而且，其术后感染风险高。

骨外三科主任周华江带领团队

严把手术适应症，为患者制定了详

细手术方案。1月9日，他们成功为

患者实施行全膝关节置换术。术后

患者恢复良好，活动自如，现已准备

出院。

没开刀没开腹 解除患者十多年腹痛
胃癌术后担心复发强忍疼痛，济南市中心医院专家手到病除

济南市中心医院公益
健康宣讲团走进社区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孟聪 王晓荣

1月11日，山东大学附属济南

市中心医院社区健康大讲堂宣讲团

队走进历下区智远街道办事处盛景

家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健康教

育、健康管理活动。疾病与健康管

理中心和客户服务管理办的同志参

加了活动，为百姓解疑答惑，免费

提供医疗服务。

活动中，中医针灸推拿科的安

礼博士以《老年病的中医药防治》为

题，详细讲解了健康的定义、健康的

十大表现、重要穴位保健方法、捏脊

方法以及经典食疗处方等。安礼博士

的讲解生动活泼，居民们听得入神，

现场互动热烈。讲座后，安礼博士还

为居民们义诊，就日常生活中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解答。

◎济南医圈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赵梅 关天星

一位胃癌患者在术后十多

年腹痛，因为讳疾忌医，她一忍

再忍。最终，她实在疼得忍而可

忍，慕名到山东大学附属济南

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求诊。接

诊的专家刘国勤分析认为由于

肠梗阻等导致腹痛，解除了患

者心中的恐惧。不开腹，仅仅利

用3个直径一厘米左右的小孔，

通 过 腹 腔 镜 手 术 就 查 清 了 病

情，患者张晶(化名)高兴地给刘

国勤大夫点赞，感谢他妙手仁

心。

来对了医院找对了大夫

1997年，张晶因为胃癌，接

受了胃全切除手术。大约六七年

之后，她总是感觉腹部隐隐作痛，

一忍就是十几年。

2017年12月18日晚上11点，

张女士被紧急送进济南市中心医

院。她说：“疼啊！疼得受不了！”据

介绍，6天前的晚上，她就因为剧

烈疼痛去了家附近的医院，做了

各式各样的检查，也没弄明白为

什么。

这次来到了市中心医院，她

被转入了胃肠外一科。科主任孙

少川教授了解病情后，安排刘国

勤副主任医师负责进一步检查、

制定和实施治疗方案。

“这个刘大夫很敬业，他对我

的病情进行了分析，让我心服口

服。”张女士表示自己非常幸运，

“感觉来对了医院，也找对了大

夫”。

张女士说：“刘主任在电脑

上让我看自己的CT片子，其中

有一张，小肠直径扩张达到6厘
米；刘主任说正常的小肠直径

在2厘米左右。而在另一张片子

上，特别粗的小肠突然变得特

别细了，刘主任指出这个过渡

段就是发生肠梗阻的原因及部

位，就在腹腔里贴近膈肌的地

方。”

让患者健康利益最大化

听了刘大夫的病情解读，

张女士豁然开朗。“我一直怀疑

疼痛与癌有关，虽然胃没有了，

但是癌的因素还在啊，心理阴

影还在啊……现在，刘主任为

我做了腹腔镜探查，终于弄明

白了是怎么回事，我这十多年

的担惊受怕真是没价值！”

随后，刘国勤为张女士做了

腹腔镜手术，仅仅在腹部打了3
个小孔就治愈了她十多年的腹痛

顽疾。手术后，张女士高兴地说，

此次住院，过程简单，结局欢喜，

全家都对济南市中心医院充满感

恩之情。“这次没开刀，没开腹，根

本没想到啊！”

刘国勤介绍，济南市中心医

院胃肠外科医生团队始终坚持以

最小损伤为患者治愈疾病。“我们

坚持不开大刀、不开腹，是考虑到

患者的身体健康，让患者健康利

益最大化，才决定最终的手术方

案。”

改革中医优势病种支付方式惠民
济南一年为139位患者节省自付及医保资金140余万元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高咏梅

记者日前从济南市卫计委

了解到，济南市2018年将继续推

进中医优势病种支付方式改革

试点工作，并探索支付方式改革

的济南模式。2 0 1 7 年，济南为

139位患者节省自付及医保资金

140余万元，这一惠民行动今年

继续推进。

据了解，济南市2017年开始

推进优势病种支付方式试点，主

要试点闭合复位经皮穿刺内固定

技术治疗桡骨远端骨折、锁骨骨

折、跟骨骨折、胫腓骨骨折、肱骨

髁上骨折、肱骨外科颈骨折、孟氏

骨折7个病种项目。2017年病例数

139例，节省患者自付金额68 .59万
元，节约医保资金支出72 . 64万
元，总计节约140余万元。

试点医院为济南市中心医

院、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济南

市第四人民医院、济南市第五人

民医院、济南市中医医院、章丘

市中医医院、平阴县中医医院、

济阳县中医医院、商河县中医医

院、历城区中医医院、长清区中

医医院。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静 林鹏

市民李芸(化名)为一口歪

歪扭扭的牙伤透了脑筋，她在生

活日报大医生读者群内咨询说：

“同事建议我戴牙套给牙齿整

形，可我觉得平时戴着牙套太难

看了，一直犹豫不决。有没有不

影响美观还能矫正牙齿畸形的

私人定制牙套呢？”对此，济南市

口腔医院资深专家王以玲表示，

该院就有为爱美人士私人定制

隐形牙套的医疗服务。2月3日
(周六)，生活日报大医生公益讲

堂将为您提供免费向王以玲主

任进行咨询的机会；义诊名额50
个，先到先得！

不少服饰可以私人定制，牙

套也可以私人定制还是头一回

听说。济南市口腔医院口腔正畸

科主任王以玲表示，牙套可以定

制！在周六的讲座现场，王主任

将为广大市民讲解牙齿错合畸

形的发生及预防，帮助预防牙齿

畸形。

出现牙齿畸形，如何矫正？

王以玲说，隐形矫正技术是根据

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确立矫治

方案后，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矫

正过程，并用弹性透明医用高分

子材料为每一个过程制作一个

矫治器；整个矫治过程就是通过

换用这一系列矫治器实现矫治的

目的。在每次戴用时，牙齿都会有

受力的感觉，并向该矫治器设计

的位置移动。每两周更换下一副

矫治器，牙齿就会从初始的畸形

状态逐渐移动至正常排列状态，

从而达到矫治效果。无托槽矫治

器具有透明、光滑的特质，其隐蔽

性很好，戴用时美观、舒适，解决

了患者对矫治过程中美观的顾

虑。

讲座内容就剧透到这里，更

多精彩实用的内容，请您到大医

生公益讲堂听一听吧！同时欢迎

各位加入生活日报大医生QQ读

者群，群号为：366040179。

公益讲座：0531-86261970
讲座主题：错合畸形的发生

及预防

讲座时间：2月3日9点30分
至12点

讲座地址：济南市大明湖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二楼，按察司街

66号大明湖小学西邻100米路

南，大家可以乘坐K 5 9 ，1 0 1 、

K50、K151、31路公交车在青龙

桥站点下车后步行200米即可到

达该中心

温馨提示：如果您找不到具

体位置，可拨打该活动中心咨询

电话0531-88519171咨询。公益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义诊。

专家名片
王以玲，主任医师，济南市口腔医院正

畸科主任。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口腔系，硕士

学位。中华口腔医学院会正畸专委会委员，山

东省口腔医师协会正畸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

东省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委员，济南市口腔

医学会理事。从事口腔正畸临床工作二十多

年，擅长青少年各种错颌畸形的矫治，对成人

原发错颌畸形、牙周病所至错颌畸形的矫治有

独到之处。承担滨州医学院口腔系本科生专业

课教学工作，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民警救治设绿色通道
济南市二院参与签约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崔磊

1月19日，山东省卫计委、济南

市卫计委与济南市公安局联合举办

的公安民警伤病救治“绿色通道”签

约仪式在济南市公安局举行，济南

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毅代表医

院同济南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吴德生签署了合作协议。

多年来，济南市二院同各级公

安部门密切协作，积极配合，医警联

动，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

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医院

还将依托专业优势，安排专人负责

协调“绿色通道”的相关事宜。遇到

公安民警因公负伤、在执行公务中

突发疾病送往市二院后，医院将组

织紧急救治，从技术力量、医疗设

备、医务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充分

保障，确保“绿色通道”畅通无阻，最

大限度保护伤病者的生命安全。

济南市口腔医院正畸科主任王以玲。

济南市口腔医院举办的公益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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