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无虚席 很多专家站着听报告
张运院士主持美国心脏病协会中美联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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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张猛 高丹璎

生活日报 1 1月2 6日讯 日

前，美国心脏病协会（AHA）2017
年学术会议在美国阿纳海姆市隆

重召开，来自全球各地的近两万

名心血管病基础、临床和公共卫

生研究专家参加了本次盛会。应

美国心脏病协会的邀请，张运院

士率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代表团参加了中华心血管病学会

-美国心脏病协会联合论坛。

会上，张运院士首先做了“易

损斑块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他

介绍了近10年来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心血管重构和功能研究重点实

验室在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动

物模型、发病机制、检测技术和干

预靶点领域中的系列重要发现，

被论坛主席Houser教授点评为

“精彩的讲演（A great talk）”。来
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血管重构

和功能研究重点实验室的王双喜

教授介绍了他所领导的课题组近

年来发现的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

成酶复偶联的新的分子机制院该

研究近期发表在Circulation杂志

等。这些研究引起了与会专家的

高度兴趣，专家们提出多个问题

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由于会场

座无虚席，许多专家站着听课。美

方主席Houser教授对于本次联合

论坛给予了高度评价，来自美国

多个大学的华裔教授对于本次论

坛的成功举办欢欣鼓舞，纷纷与

张运院士合影留念。

作为本次大会的卫星学术会

议，三个美国华裔的心血管学术

团 体 — —— 恩 科 心 血 管 研 究 院

（ A C R E）、北美中华心脏学会

（CAAC）和美国华裔心脏协会联盟

（CnAHA）以及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血管医学专委会（CSVM-CAP）于
2017年11月11日在阿纳海姆举办了

“中美心血管研讨会”。会议组委会

特邀张运院士做了“动脉粥样硬化

与炎症：2017年最新进展”的学术报

告，与会的100余名专家纷纷提

问，张运院士作了认真的解答，大

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该报告受

到了会议主席的高度评价。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山东基层医生
培训班在济举行
□记者 董卿

生活日报11月26日讯 24日，

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山东省

红十字会和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

医院共同承办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第三期基层医生培训班暨山东省消

化道肿瘤早诊早治培训班在山东省

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举行。山东省

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金桥主持

开班仪式，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院长

郭伟星，山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李全太，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秘书长助理兼赈灾发展部部长

傅阳，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院长徐忠法，副院长盛立军出席。

据悉，本期培训班为期9天，将

对来自全省17地市的100名消化道

肿瘤医生进行集中培训，旨在增强

县级医院医生的专业基础，更好为

广大患者进行医疗服务。

市二院妇委会开展

向“身边好人”学习的活动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李云霞

生活日报11月26日讯 今年5
月，“市二院公交车抢救老人集体”

被评为“助人为乐好人”，荣登“济

南好人榜”。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先进典

型在职工道德建设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近日，市二院妇委会组织妇委

会成员及医院巾帼文明岗成员召开

“济南好人榜——— 公交车抢救老人集

体”座谈会，开展向身边好人学习活

动。党委书记牟鑫受邀参会。

牟鑫书记在讲话中表示，全院

职工都要学习“好人精神”，更要在

医院内大力营造“学好人，做好人”

的氛围，让“好人精神”充分体现在

更好的服务患者上。他要求今后院

妇委会要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向

身边典型学习”的活动，积极传递

崇德向善的强大正能量。

市四院耿杰院长
当选济南医院协会
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珊珊 王燕

生活日报11月26日讯 近日，

济南医院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联勤宾馆召开，市四院院长耿杰

当选为济南医院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会长。市卫计委副主任杨玉华、省医

院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单宝德、第

一届理事会会长岳庆祝、济南医药

编辑部主任林静、各理事会成员单

位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一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表决通过了

《济南医院协会章程（修改草案）》和

《济南医院协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

法（修改草案）》，选举产生了济南医

院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监事会成员，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和副秘书长。同时成立济南医院协

会智慧医疗工作委员会，并选举产

生主委、副主委。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琳

生活日报11月26日讯 得了

甲状腺结节，会不会转变成癌？是

不是必须一刀切才能永绝后患？

如何才能预防甲状腺结节？已经

确诊甲状腺结节，如何配合医生

进行治疗？日常生活需要注意什

么？本报特别邀请了山东大学附

属济南市中心医院两腺科专家轩

诗进本周六给广大读者进行健康

科普讲座。

据不完全统计，济南的甲状

腺疾病发病率达到六成左右，也

就是说十个济南人，有六人有甲

状腺疾病。济南市中心医院甲状

腺、乳腺外科副主任轩诗进根据

多年来的体检数据及工作中的

统计，计算出这样一个比例。而

在这六成人中，有大约90%属于

良性的甲状腺疾病，不需要手术

治疗。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

医院近几年的甲状腺手术数量呈

现了井喷式增长。”轩诗进说，现

在该科室每月大约要做六十多台

甲状腺手术，而这一数量大约相

当于十年前全年的手术数量。“因

为自从这几年开始，甲状腺被纳

入很多单位的体检项目中，很多

人通过体检才知道自己患有甲状

腺疾病，并开始进行相关治疗，可

能会有一些早就发病，属于‘沉

淀’下来的病人。”轩诗进说。

得了甲状腺疾病，为啥平时

不痛不痒，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

己患病了呢？轩诗进介绍说，主要

是因为大部分甲状腺疾病都没有

什么感觉，因此生活中很难被发

现。“甲状腺癌的惰性很强，生长

很慢，因此很有可能已经长期存

在了，但一直没有被发现。”轩诗

进表示，要想尽早发现甲状腺疾

病，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定期体

检，通过彩超就可以检查出来。

院方表示，参加此次讲座的

市民，还有机会享受免费甲状腺

B超检查服务(价值200元)及专家

义诊咨询服务，限额100名，先到

先得。

大医生健康大讲堂时间：12
月2日上午9点30分至12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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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9，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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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拨打该活动中心

咨询电话82952371、82950371咨
询工作人员。济南市中心医院两

腺科大医生咨询电话：85695032。
公益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专家

现场免费解疑答惑，免费义诊。

扫一扫大医生讲座读者群二

维码，加入本群，可以在群内免费

咨询专家各类疑难杂症。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琳

生活日报11月26日讯 11月
18日，虽然正值寒流来袭，却阻挡

不住读者的热情脚步。当天，本报

大医生讲座吸引了百余名读者参

加。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

院血管外科专家王瑞华为广大读

者做了关于静脉曲张、糖尿病足

等多种下肢血管疾病的科普讲座

和义诊，获得百姓点赞。

18日一大早，本报爱心志愿

者——— 济南公交张波服务队的队

员江飞、于承滨、王德龙就送来了

热气腾腾的菊花水、山楂水，为读

者和专家服务。引导大家进入会

场，维持秩序，爱心志愿者的热情

服务赢得读者一致好评。

“有一位患者得了静脉曲张

十多年，一直没有当回事，结果在

家人和医生的劝说下准备做微创

手术治疗静脉曲张的时候，在进手

术室之前猝死，令人痛惜。如果这名

患者尽早治疗，这种因为静脉曲张

导致肺动脉栓塞而猝死的情况就

可以避免了。”王瑞华说，得了病千

万不能讳疾忌医。一定要相信专业

医师，尽早治疗恢复快。

王瑞华建议各位读者，如果

出现静脉曲张，这时应该到血管

外科看看了，让专科医师查一下

体，用彩超检查一下下肢深静脉。

如果你的静脉瓣膜出现明显返

流，要提早采取治疗措施，预防病

情加重。如果不早治疗，会出现小

腿青筋暴露、皮肤发黑、瘙痒，严

重患者的可能发生小腿皮肤溃

烂，甚至发生深静脉血栓、肺动脉

栓塞而有生命危险。

讲座之后，王瑞华给30多名读

者进行了现场义诊，分析了病情并

针对性提供了治疗建议，耐心的解

疑答惑让广大读者分外感动。读者

于淑文告诉记者：“感谢生活日报

提供的公益大医生讲座平台，让老

百姓受益。感谢中心医院领导，让

这么多知名专家来开讲座办义诊

服务百姓，谢谢你们！”

□记者 秦聪聪

生活日报 1 1月2 6日讯 近

日，每天有数十名缺失牙的中老

年患者涌进济南圣贝口腔医院，

翘首以盼申领种植牙补贴，免费

牙冠。原来，山东省德耀齐鲁道德

示范基地建设活动办公室、山东

省孝老爱亲文化研究中心、山东

省家庭文化研究会、济南圣贝口

腔医院共同启动的圣贝六周年感

恩庆典活动报名时间接近尾声，

美国种植体6 . 6折，种牙送牙冠，

镶牙6 . 6折，还有其他项目优惠。

老人纷纷争取最后的报名机会，

享受种植牙巨大优惠。

圣贝6周年庆美国植体6 . 6
折，“种牙送冠”的大幅度让利，掀

起了泉城的种植牙热潮，国际飞

行团种植专家巡诊更是将种植牙

的热度提到了顶点。“无痛种牙到

圣贝口腔找国际种植专家”已成

为济南缺牙市民种牙的首要选

择。

据悉，本周三（11月29日）医

学世家名医、即刻无痛种植一代

宗师、口腔修复学博士学位的崔

容硕教授来济亲诊，崔教授为了

更好的研究口腔种植与人体骨骼

的关系，经常在欧美等口腔技术

发达国家游学进修，在20多年的

种牙历程中，崔教授练就了精湛

无痛微创种牙技术，种植一颗牙

仅需十分钟，而且种上的牙齿坚

固好用。崔教授作为济南圣贝口

腔医院的巡诊专家已有六年，六

年时间种植牙的数量就已达到上

万颗，作为济南缺牙市民的老朋

友、老熟人深受欢迎及称赞。

目前，圣贝六周年庆活动进

入倒计时，仅剩最后4天，望有种

牙需求、修复坏牙的市民尽快拨

打电话87878000申请：6元种植牙

全项目检查套餐，美国种植体

6 . 6折，种一颗牙送一颗牙冠，国

际种植专家免费亲自会诊，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种植牙质量保险等

援助政策。

得了甲状腺结节 必须一刀切？
大医生讲座为您解读甲状腺结节疾病密码

圣贝口腔周年庆倒计时最后4天！拨打87878000申请种牙补贴，免费牙冠

崔容硕教授周三来济种牙 无痛快捷好用

寒流来袭也不能阻挡市民听课热情
专家讲座人气爆棚，精彩讲座及义诊获百姓点赞

轩诗进，山东大学附属济南

市中心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副主

任医师，副主任；山东省医学会普外

科分会委员及甲状腺学组委员，山

东省老年医学会甲状腺分会常务

委员，山东省

抗癌协会乳腺

肿瘤分会委员

等。主要从事

乳腺及甲状腺

疾病的手术及

综合性治疗。

专家简介

大医生讲座
群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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