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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仁心 为高危患者重启生命之门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成功救治一位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健康心理 助力儿童青少年快乐人生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举办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赵筱文 陈为民

生活日报10月10日讯 今年10
月10日是第2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主题是“健康心理，快乐人生——— 关
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10月9日
下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要求，提升全民精神卫生和心理健
康意识，倡导全社会共同关注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由山东省精神卫
生中心和济南市历下区卫计局、历
下区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山东省暨济
南市历下区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
传系列活动，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成功举行。

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包括启动
仪式、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大讲堂、
精神心理科专家义诊等活动。在启
动仪式上，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党
委书记、理事长王汝展，济南市历下
区卫计局党委书记、局长陈仕学，副
局长任群，党委委员冯利，济南市历
下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并分别致辞。历下区中小学部分老
师、学生家长以及社区群众、新闻媒
体记者等200余位社会各界朋友参
加了活动。

本次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大讲
堂，由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
师、硕士生导师胡蕾和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杨丽敏两位专家就儿童青少
年心理卫生专题进行了精彩专业的
讲座。

同时，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
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

张燕等专家还在院区开展了义诊活
动，并组织参会人员参观了中心心
理科和特色心理治疗室等场所，让
社会群众亲身体验了心理咨询和诊
疗环境。

通过举办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
宣传活动，让儿童青少年掌握更多
的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相关知识，使
家长、学校、社会了解儿童青少年心
理特点，全社会共同维护和促进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让广大儿童青
少年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济南市二院免费为青少年建视力档案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生活日报10月10日讯 青少年
现在有机会免费查询视力、屈光、眼
轴长度等，免费建电子视力档案，还
可以定期获得提醒，复查视力。这么
好的公益活动如何参与呢？记者探
寻得知，只需关注“济南市第二人民
医院验光配镜中心”公众号就可以！

健康中国，人人有责。日前，济
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率先在省内免费
为儿童青少年建立电子视力档
案。该院专家表示，早监测、早发
现、早预警、早干预，就能大大减

少青少年近视的情况。
免费检查项目涵盖眼部及身体

健康数据，该院可以及时更新记录
数据变化(视力、屈光度、眼轴长度、
角膜曲率、角膜厚度等屈光介质参
数)。通过检查，专家可以及时发现
青少年视力异常或可疑眼病，针对
性地提供个性化防控方案。有了电
子视力档案，就可以展示孩子的身
体生长发育和屈光发育过程，最
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丢病历
了。该院可以定期提醒家长检查、
复查的准确时间，再也不要因为
工作忙而疏忽孩子的健康了。

如何享受这份免费福利？操作
步骤如下：搜索“济南市第二人民医
院验光配镜中心”公众号点击关
注。关注后，点击右下角“视力档
案”，出现登录页面后输入账号和
密码，账号为孩子的身份证号码，
密码为孩子姓名的全拼。凭此可查
询孩子的基础档案，复诊记录。请
家长带孩子到济南市第二人民医
院配镜中心免费建立完善视力电
子档案，配镜时未留身份证号码
的孩子暂不能查询，如果家长在
查询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医院工作
人员联系。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服务站
落户省千佛山医院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毛瑞锋

日前，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服务站正式成立。服务站设
在医院门诊综合楼三楼359
房间。该站在济南市交警支
队救助基金管理处指导下，
由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历下区大队和我院共
同建立，旨在实现受伤人员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垫付、轻微人伤快速处
理、交通事故伤者救治绿色
通道，为道路交通事故中伤

员的及时专业救治提供最
有效的途径。

作为承担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工作的医疗机构，
省千佛山医院始终坚持警医
联动，分管领导牵头抓，医务
处综合协调，明确专人负责，
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服
务站落地后，凡交通事故中
的受害人，到医院就诊，符合
条件者自抢救之时起前72小
时费用由医院先行垫付，之
后再依法申请救助基金，整
个流程由医院与交警部门直
接对接，让患者家属少跑腿，
增强群众获得感。

山东高血压医联体在全省
发起高血压日主题活动
□记者 秦聪聪

今年10月8日是第21个
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是“知晓
您的血压”。据悉，高血压人
群达到2 . 7亿人，平均每四
人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发
病率高，但是知晓率和控制
率都非常低。为此，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心内科联合山东省
12个区县医院发起全国高血
压日主题宣传活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
内科卜培莉教授介绍说，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18岁以
上成人患高血压的比率是
22 . 6%，高血压人群达到2 . 7
亿人，平均每四人就有一
个高血压患者。然而，虽然
发病率非常高，但是知晓
率和控制率都非常低。今

年全国高血压日的主题就
是“知晓你的血压”，要让
更 多 的 人 知 道 自 己 的 血
压，让更多的高血压患者
接受治疗。

卜培莉提醒，通过降压
能够降低心、脑、肾疾病的疾
病发生率，这是控制血压最
主要的目标。一旦得了高血
压病，就要到正规医院接受
规范治疗。坚持长期用药，定
期随访，达到血压小于140/
90mmHg的总体目标值。有
家族遗传史、体重超标、精神
紧张压力大、膳食不合理、有
长期饮酒吸烟史的人群要提
早注意，预防高血压疾病的
发生。目前来说，最主要的是
改善生活方式，做到“限盐减
重多运动，戒烟限酒心态
平”。

全国首批普外科专培基地
落户济南市中心医院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琳 宁斌

“普通外科学试点专科
第一期基地主任和骨干师资
培训班”日前开课，培训由中
国医师协会毕业后教育外科
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
外科医师分会主办。山东大

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普外
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孙少川
主任一行7人参加活动，完成
首批师资培训任务。

据了解，2018年8月，济
南市中心医院通过了国家专
培基地评审专家的现场评
估，获批国内首批普外科专
培基地资格。

周五下午
大医生讲座山财大献爱心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孙方雷

为服务广大教师及在校
大学生，为师生们提供更好
的口腔健康科普讲座及义诊
服务，生活日报、山东省妇
幼保健院口腔科大医生团
队将联合山财大开启“爱牙
护健康 大医生有妙招”公
益活动，以贯彻“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的爱牙日主题，为
广大在校师生提供专业爱牙
护牙科普讲座及免费义诊活

动。
广大师生均可现场免

费问诊，免费口腔全面检
查，大医生团队免费提供诊
疗建议。凡是荣获全国、省、
市先进工作者及三八红旗
手的教师，凭证均可享受免
费口腔检查(现场)及免费
全口曲面断层片拍摄 (医
院)一次。

活动时间：2018年10月
12日(周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活动地点：山财大燕山
校区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林 李兰欣

近日，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
心医院血液内科一病房层流移植病
房完成1例腹腔巨大包块难治性非
霍奇金淋巴瘤的自体造血干细胞移
植。患者张先生在层流仓治疗19天
后，体内造血干细胞成功植活；获得
新生的他，于9月23日顺利出仓。经过
系统检查，张先生白细胞水平已恢
复正常，造血功能重建，这也标志着
其自体干细胞移植技术获得成功。

2017年7月，张先生因腹腔巨大
包块伴幽门梗阻，在济南市中心医
院胃肠外科行剖腹探查肠系膜淋巴
结活检，考虑为非霍奇金淋巴瘤转
入血液内科一病房。经进一步完善
检查，最终确诊为弥漫大B细胞性
淋巴瘤。

在第一疗程化疗过程中，患者
并发了腹腔乳糜漏，病情凶险。经积
极治疗后，患者乳糜液消失，疾病得
到控制。但是，就淋巴瘤而言，腹腔
大包块患者预后较差。该患者经前
期治疗效果显著，但四疗程化疗后，
腹腔包块再无明显缩小。

因患者家境困难，难以承受高
近百万元的治疗费用。李大启主任
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根据患者病情
多次调整化疗方案。患者经八疗程
化疗后复查PET-CT评估病情，疾
病接近完全缓解。

然而，要想使疾病达到治愈，自
体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的希
望。李大启与患者及家属进行了沟
通，患者决定接受移植方案。不过，
张先生因为经历过多疗程高强度化
疗，其自体造血干细胞的采集能否
成功是个新的挑战。李大启结合患
者疾病特点，制定了个体化动员干
细胞方案。经过主治医师孙琳与护

士长王娟的共同努力，患者自体造
血干细胞成功采集，保证了干细胞
的顺利植入。

在医务人员的精心照护下，患
者治疗期间并未出现持续高热、出
血、器官功能受损等并发症。尤其在
患者重度粒细胞缺乏阶段，王娟护
士长带领的护理团队，严格保证无
菌环境。最终，整个移植过程十分顺
利，患者仅花费8万余元。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属于
国家三类医疗技术，技术要求高、难
度大，是治疗白血病、淋巴瘤、多发
性骨髓瘤以及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
的可靠治疗方案。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专家李大启(右二)与患者张先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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