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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疼也有可能是心肌梗死前兆
大医生讲座忠实粉丝冒雨听讲座，收获满满干货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琳

提到心肌梗死，很多
人认为只有急性胸痛是它
的前兆。近日，生活日报大
医生公益讲座的忠实粉丝
们了解到了心肌梗死的真
相——— 一些非典型部位剧
烈疼痛，也可能是心肌梗
死的前兆。

近日，生活日报大医
生公益讲座特邀济南市中
心医院王华亭主任给大家
普及了致命疾病——— 心肌
梗死的科普知识。讲座现
场，百余名粉丝冒雨赶来
听讲座。

王华亭主任在讲座现
场通过一个个实例告诉大
家，由于很多市民对于心
肌梗死的发病原因、临床
症状和预防及治疗等都缺

乏认识，导致心肌梗死时
失去了最佳救治时机，造
成心肌不可逆的损坏，有
的甚至导致猝死，非常令
人惋惜。学习科普知识，在
关键时刻就能救人一命。

如何识别心肌梗死的
前期症状呢？王华亭提醒
说，急性胸痛应该高度警
惕是心肌梗死，但是，一些
非典型部位剧烈疼痛也是
心肌梗死的前兆，更加需
要大家引起重视。例如，出
现 与 运 动 有 关 的 剧 烈 头
痛、牙痛、咽喉痛、腹痛、
颈痛、肩膀疼痛等。

讲座现场，王华亭主
任带领10多位白衣天使免
费为50多名市民做了心电
图、血压监测，同时给大家
提供了免费义诊服务，赢
得大家好评。

来自济南公交 1 1 6 、
1 1 9路公交车队爱心志愿
者 服 务 队 员 送 上 了 热 腾
腾的山楂水，大明湖党群
服 务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也
热 情 为 义 诊 服 务 提 供 了
全方位帮助，赢得群众称
赞。

餐叉插进2岁幼儿右脸直逼眼球
经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救治，未造成重要器官功能障碍

□记者 王闯
通讯员 李小诗

2岁幼儿手拿餐叉不慎摔
倒，餐叉从右脸鼻唇沟处斜向
上刺入皮肤约5厘米，餐叉尖
端进入眼眶！近日，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口腔科收治这名患
儿，该院口腔科联合眼科、手
术室、麻醉科开展了紧急救

治，顺利完成手术。
据患儿家属介绍，12日中

午，患儿手持餐叉不慎摔倒，
餐叉刺入右侧面部，随后患儿
被送往当地市级医院救治。在
当地医院无法处理的情况下，
被转至齐鲁医院急诊科。医院
口腔科主治医师王涛第一时
间赶往急诊科接诊该患儿，初
步检查发现，餐叉自患儿右侧
鼻唇沟处刺入皮肤约5cm，餐
叉尖端不能查见，眶周软组织
水肿严重，眼球损伤情况不
明。

他马上联系眼科会诊，共
同制定治疗方案。介于患儿情

况复杂，王涛及时向主任医师
刘少华和副主任医师陈安威汇
报患儿病情。查看患儿及其CT
图像后分析，餐叉经上颌骨骨面
刺破眶下缘骨质入眶内，骨折
移位不明显。

考虑到面部血管神经丰
富，餐叉取出后有一定出血风
险，餐叉表面较多污垢，术后
感染风险高，I期以取出异物
探查清创抗感染治疗为主，同
眼科史陇医师商定术中探查
明确眼球损伤情况，做进一步
处理。

晚上9时，患儿被推进手
术室。

术中探查发现，餐叉尖端
进入眶内，所幸未刺破眼球。
在确保眼球完整后，将餐叉完
整拔出，充分清创止血，顺利
完成手术。

陈安威介绍，加强抗感染治
疗为患儿术后诊疗重点，面部创
面愈合后瘢痕较小，可考虑后期
修复。史陇医师认为，术后仍需
预防眶内感染，患儿虽未刺破眼
球，但挤压伤可增加其患青光
眼、白内障等风险。

不幸中的万幸，该患儿的穿
刺伤未造成其重要器官的功能
障碍，且未发生术后感染。目前，
患儿恢复良好，已顺利出院。

7月5日皮肤病知名专家
孙建方教授来济会诊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丁娜

以前，省内很多疑难复杂皮肤疾病患者想
找大专家求诊，会千里迢迢跑到南京、北京，如
果挂不上号，还要排队等候。如今，济南市皮肤
病防治院每个月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来济南会
诊。7月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
所)孙建方教授将来济会诊。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所)孙
建方教授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在皮肤病学专
业方面有宽广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基本功，能
够正确诊治皮肤科的少见病和疑难病，曾成功
抢救过多种重危皮肤病患者，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同时，孙教授对皮肤组织病理诊断有
较深的造诣，尤其擅长皮肤肿瘤的诊断，先后
在国际首报“儿童特发性真皮弹力纤维溶解”，
国内首报“皮肤混合性囊肿”等罕见病。孙教授
医术精湛，深受全国各地患者青睐。

7月5日，孙建方教授将来济会诊。不用跑
去外地，专家来到家门口，有皮肤方面问题的
市民可提前预约会诊。预约可拨打济南市皮肤
病防治院电话(0531-87036224)，或登录医院
官网预约，也可以通过医院官方微信预约(搜
索“jnspfy”加关注——— 进入主页预约)。会诊顺
序按预约缴费时间排序，仅限30名。

济南市立二院承办“光明中国行”
省内50余位眼科医师参加培训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孙少芳

6月23日，第二届“光明中国行——— 眼底病
诊疗规范”培训班在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举
办，来自全省的50余位眼科医师参会。

此次培训班邀请到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中医
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等国内眼底病知名专家
授课，为大家详细解读了眼底病规范化诊疗规
范，共同探讨了眼底病的热点问题。会上，市二
院的三位眼底病专家也跟大家分享了典型眼
底病病例的诊疗过程。

据介绍，“光明中国行”行动针对我国眼底病
患者居高不下的现状，通过眼底病诊断及治疗的
理论教学、经验分享、病例讨论以及大咖读片等
丰富内容，帮助眼科医生提高眼底病的诊疗水
平，更好服务患者。济南市二院作为省内知名眼
科医疗机构，已多次承办“光明中国行”培训班，
为全省眼底病医师建立起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

济南市立五院成功救治一名
肺癌多发肝转移老年患者

□记者 王闯 通讯员 孙静

家住济南的王大爷，咳嗽、憋喘一年多了。
一个多月前，他上腹部也开始胀痛。在家人陪
同下，他来到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就诊。经检
查，他患肺癌和肝脏多发转移瘤等多种疾病。
在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肿瘤科、医学影像科和
导管室等多学科专家努力下，手术顺利完成。

经腹部B超检查显示，患者肝内多发实性
占位，胸腹部强化CT显示，患者符合右肺下叶
周围型肺癌并纵隔及右肺门淋巴结转移并肝
脏多发转移瘤。

根据检查结果，由医院肿瘤科主任王大
本、副主任医师殷民、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彭伟
及导管室主任赵东旭组成的多学科专家组考虑
到患者右肺肿块较小，穿刺困难，并发症多，决定
由彭伟主任先行CT定位下肝占位穿刺活检术。穿
刺活检明确病理类型后经多学科专家组反复讨
论，决定对该患者实施右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加
肝左、右动脉化疗栓塞术。做好充分的术前准
备后，手术顺利进行，整个过程共历时40分钟，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安全返回病房。

目前，该患者无明显不适，已康复出院。

王华亭，医学博士，美国
RUSH大学医学中心博士后，中
共党员，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
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
授，功能检查科主任，心电学专
业学科带头人，西院区心内科
负责人，山东大学研究生导师，
泰山医学院、潍坊医学院研究
生导师。山东省科技攻关计划
评审专家，山东省卫生厅心血
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准入资质
评审专家，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评审专家库成员，济南市高层
次人才，济南市卫生系统专业
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微量元

素研究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
主委，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心
血管健康管理分会常委，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
委员会冠心病专家组成员，山
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
业委员会常委，山东省心电专
业委员会常委，华东六省一市
心电专业委员会委员，济南市
起搏与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副主
委，济南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委。

《中华现代影像学杂志》、《实用
心电学杂志》编委。承担国家及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
山东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项、
山东省及济南市卫生科技发展
计划项目4项。荣获国家专利2
项、山东省及济南市科技进步
二、三等奖5项。

长期从事心血管病临床、
教学、科研工作，擅长心血管
内科各种疑难疾病的诊治及
急危重症的抢救。

坐诊时间：本院区周四全
天，西院区周三全天。

科室咨询电话：85693266
(本院区心内科)，85695143
( 功 能 检 查 科 心 电 图 室 ) ，
58066700(西院区心内科)

◎专家简介

八旬老人亲手缝制鞋垫送医生
两年前急性心梗获救，提及主刀医生至今感动不已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赵梅

两年前，82岁的王大娘
患急性心梗，到济南市中心
医院求诊，心内科专家让她重
获新生。前不久，她再次来到
医院，将亲手缝制的三双鞋垫
送给医生，感谢救命恩人。

当时为王大娘做介入手
术的是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赵
卓。手术很顺利，王大娘术后
恢复很好。住院期间医护人
员的关心，尤其是赵主任的
周到服务、嘘寒问暖，让王大
娘感动不已。在王大娘的眼
里，是中心医院的专家团队
挽救了她的生命，是赵卓主
任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的。

最近，82岁的王大娘因
眼睛模糊，再次来济南市中
心医院就诊。王大娘和家人
一起到心内科见到了赵卓主

任。赵主任详细询问并给王
大娘做了检查，还邀请眼科
专家给她会诊。

检查完毕，王大娘颤巍
巍地从怀里掏出三双鞋垫，
对赵主任说：“我们来的时候
也没有带啥，我亲手做了几
双鞋垫，你别嫌孬！”老人的
盛情难以拒绝，赵主任便接
过鞋垫说：“大娘，你太客气
了！这得多费工夫啊！这鞋垫
都做成了艺术品啦，真好
看！”

“你喜欢，我就高兴！不
是啥金贵的物件，但是我亲
手缝制的。”王大娘说。

赵卓告诉记者，在工作
中，医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让
患者尽快康复。如果能得到
患者的认可，更是倍感欣慰。
他有些激动地说：“三双鞋垫
不知要缝多少针，每一针都
缝进了老人朴实的深情啊！”

6月23日上午，山东省警
官总医院白衣天使团队前往
济南市市中区兴隆街道办事
处义诊。活动由医院放射科
党支部书记张小鹏联络，医务
科副主任刘磊带队，外一科主
任邓文胜、五官科主任伦杰、内
二科主任何义先、特检科主
任何召国等专家参与。此次义

诊为村内80多名五保户及70岁
以上老党员先后进行了内科、
五官科、眼科、普外科、骨科检
查，以及血压测量、心电图、超
声检查，对自带外院影像检
查资料的老人，进行影像会
诊并赠送药品，赢得当地群
众好评。

记者 王丽 摄影报道

省警官总医院到敬老院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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