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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器”约“移”来新生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省内器官移植领域领跑者

心脏移植 山东省内心脏移植领域高地
2018年5月15日，年仅9岁、患有

扩张型心肌病的城城(化名)在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心外二科完成了心脏
移植手术。术后，城城身体血压、PH
值、电解质、出水量等数值渐渐达到
正常标准，这表明移植的心脏已开
始在城城体内正常运转。

城城是目前为止该院年龄最小
的心脏移植患者，也是医院第85例
心脏移植患者。

省千佛山医院心外二科主任、
山东省心脏移植中心主任刘天起告
诉记者，心脏移植手术主要是针对
各种原因导致的终末期心脏病患
者，包括原发性心肌病、缺血性心肌
病(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和心脏瓣
膜疾病的终末期患者。

“从2003年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
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5年。”刘天起告诉
记者，2007年7月，科室成为经原卫生部
批准的山东省心脏移植定点单位（至今
只此一家），同年，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器
官移植(由心脏移植、肝移植和肾移植
组成)被省政府批准为泰山学者岗位。

2010年12月，在心脏生物瓣膜
研究室基础上，由山东省科技厅批
准组建“山东省心脏移植与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2013年11月成为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1年11月，山东省心脏移植中心
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心外科挂牌成立。

两个省级中心的成立，为省千
佛山医院心脏移植临床与科研有机
结合建立了良好平台，迅速提升了
山东省在国内该领域的地位，标志
着省千佛山医院正式成为全省心脏
移植领域的高地。

2012年，在国内器官移植捐献
试点的大背景下，刘天起带领整个
心脏移植团队，专门奔赴德国心脏
中心学习三个月，显著提高了心脏
移植的技术水平，目前科室手术开
展已经非常成熟，术中麻醉、体外循
环、术后管理等也都非常完善。

如今，心脏移植已成为心外科
甚至省千佛山医院响亮的一张“名
片”。随着技术的成熟和经验的积
累，心脏移植手术已经成为科室的
常规手术，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心脏
移植手术85例，四年手术量全国排
名前六，手术成功率达95%以上，同
时开展心肺联合移植、心肾联合移
植等手术。去年，科室就完成了15例
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全部成功。

肾脏移植 ABO不相容肾脏移植手术填我省空白
肾脏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肾

病的最有效手段，上周，来自烟台的
晓霞(化名)在省千佛山医院泌尿外
科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与普通肾
脏移植手术不同的是，她的血型是O
型，而供给她肾脏的父亲血型则是B
型，属于跨血型肾脏移植。

这是省千佛山医院泌尿外科兼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门同义主持下的
第三例ABO不相容肾脏移植手术。
2018年4月9日，门同义带领团队成
功将一位A型血母亲的左肾移植给
了其O型血患有尿毒症的儿子。这是
一台有标志性意义的手术，它填补
了山东省在此技术上的空白，同时
意味着饱受尿毒症折磨的患者增加
了1/3的肾脏供体。

“我们的移植数量和质量均在省
内领先，在全国来说也是先进水平，经
过40余年的不断发展，到目前为止，肾
脏移植外科手术已经完全成熟，它也
成为大器官移植中最成熟、最完善的
一种。“门同义告诉记者，肾脏移植是
省千佛山医院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山
东省泰山学者岗位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千医泌尿外科的又一特色技术。
自1991年成功开展了第一例肾移植手

术以来，到目前为止已行肾移植手术
2000余例，其中亲属活体肾脏移植手
术500余例，占移植总数的25%以上，活
体移植供体的获取全部采用腹腔镜下
手术进行微创切取，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供体的创伤。

除此以外，近年来，科室在儿童、老
年肾移植及高抗体(PRA大于30%)肾移
植方面也进行了潜心研究，并且特别注
重了肾移植患者的术前、术中、术后的
围手术期管理，注重每一位移植患者的
个体化用药，为肾移植患者的长期带功
能、高质量存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
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肾源紧张，一直是限制肾移植
的最主要瓶颈。省千佛山医院积极
响应国家卫计委和红十字总会倡导
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的号
召，大力开展了DCD供体肾移植工
作，已取得显著成效。

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口碑赢得了
广大尿毒症患者的信赖和一致好评，近
年来，全国有近30个省市的许多尿毒症
患者纷纷慕名前来省千佛山医院进行
肾移植手术，目前每年行肾移植手术
200余例，已成为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
的大型器官移植中心之一。

肝脏移植 近400例手术均获得成功
目前医学上没有有效的办

法逆转肝硬化，只有切除已经
失去功能的病肝，移植一个有
生命活力的健康肝脏，才能挽
救患者的生命。因此肝脏移植
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
方法，目前更是已经成为一种
常规的治疗手段。

王先生的肝脏移植手术，
却是在16年前。2002年，他在省
千佛山医院肝胆外一科接受了
肝移植手术。王先生是千医最
早的一批肝脏移植受益者之
一，这16年来，他门诊复查的次
数逐年减少，生活与常人无异，
移植的新肝脏早就成为他身体
的正常一部分了。

据省千佛山医院肝胆外一
科主任滕木俭介绍，省千佛山医
院是原卫生部指定的第一批肝
移植准入医院，拥有技术精湛的
专业肝移植医护队伍，手术例数、
手术成功率稳居全省领先水平。
自2002年在全省率先开展肝脏移
植以来，截至2018年6月底已完成
近400例，手术成功率100%。

这些在千医接受肝移植的
患者中，目前最长存活时间达
到16年；手术年龄最大的患者
72岁；年轻肝移植患者术后完
成结婚生子，生活幸福；不输血

肝移植20余例。涵盖了因乙肝、
丙肝、酒精肝、肝豆状核变性、胆
汁性肝硬化等各种原因导致的
终末期肝硬化以及肝癌、肝癌术
后复发等疾病，也有因终末期肝
病导致的肝昏迷、肝肾综合征、消
化道出血等危重患者。

十几年来，省千佛山医院
在省内首先开展了很多新手术
方式和新技术，如改良背驮式
原位肝脏移植术、减体积肝脏
移植术、经典原位非转流肝脏
移植术、二次肝移植术、无输血
肝脏移植术、活体肝脏移植术、
跨血型肝脏移植术等，其肝移
植诊疗技术和肝胆外科诊疗技
术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目前，北京天使妈妈基金
会“新肝宝贝”救助计划落户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胆外一科。
救助对象为山东省0-14岁需要
做肝移植的贫困患儿和孤残儿
童；胆道闭锁、胆汁淤积等需要
肝移植和葛西手术的患儿。根
据病情，每位入选该计划需要
做肝移植的山东贫困患儿可获
得3万-5万元不等的专项资助，
病情较为复杂的患儿，可酌情
增加救助基金。与此同时，山东
天使健康救助联盟也会根据病
情需要提供相应的救助基金。

造血干细胞移植“生命种子”新生造血功能
7年前，一位来自沂蒙山区

的11岁女孩被诊断重型再生障
碍性贫血Ⅰ型，也称急性再生
障碍性贫血，被形象地比喻为

“造血功能沙漠化”。患者处于
严重贫血、反复感染、出血的困
境中，而输血治疗只能维持较
短时间。住进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后，用其3岁弟弟的造血干细
胞进行移植，之后姐姐病情恢
复，姐弟俩均健康成长。

由于造血干细胞是人体内
能再生的细胞，所以采集造血
干细胞不会对弟弟的身体造成
伤害。

据悉，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将
正常的造血干细胞输注到患者
体内，达到重新构建造血及免疫
功能的一项技术。目前是根治难
治性血液病的唯一方法。

除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外，造血干细胞移植还可以治
疗难治性白血病、骨髓瘤、淋巴
瘤等其他恶性血液病、无法外
科切除对化疗敏感的实体瘤及
先天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免疫
性疾病。其原理是通过移植过
来的造血干细胞重建患者的免
疫功能和造血功能，疗效明显
优于传统放化疗。

随着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
的不断改进及学科的不断发展，
省千佛山医院已成为中华骨髓
库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移植医
院，是山东省涉外采集医院，通过
了山东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
力技术审核，同时具备非血缘造
血干细胞移植技术、非血缘造血
干细胞采集技术及脐带血造血
干细胞移植技术资质。

近年，省千佛山医院血液
科已成功开展了几乎所有的移
植类型，包括“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亲缘间单倍体相合造
血干细胞移植”、“非血缘造血
干细胞移植”、“非血缘脐带血
移植”、“非清髓性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等。对无亲缘供
者、在骨髓库找不到HLA相合
供者以及年老体质不佳的患者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
治疗方案，减毒性预处理方案
使移植术安全性明显提高，适
应年龄扩大到60周岁以上。

截至目前，省千佛山医院
已完成2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
植手术。与此同时，血液科采用
世界先进的第三代双通道血细
胞分离机，供体无明显痛苦，采
集结束后可以立即下床活动。

健健康康新新济济南南
我我来来做做贡贡献献

□记 者 秦聪聪
通讯员 毛瑞锋

当人体的某一
器官出现病变导致
功能衰竭，威胁到人
的生命时，植入健康
的器官代替原有的
器官，成为现代医学
延长生命的重要手
段。作为人类20世纪
最伟大的医学成就
之一，每年数以万计
的病人在器官移植
后得以生存。

人体器官捐献
移植，连接生死。而
能否将捐献者送出
的“生命礼物”完好、
平稳地传递给需要
的病人，让生命得以
延续，亦是对手术实
施者及其所在医院
的综合性水平提出
了更高要求。

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一直将器官移
植作为医院重点打
造 的 特 色 品 牌 ，其
肾 脏 、肝 脏 和 心 脏
移植技术一直保持
省 内 领 先 地 位 。心
脏移植手术量四次
全国排名前六、ABO
不相容肾脏移植手
术 填 省 内 空 白 、近
4 0 0 例 肝 脏 移 植 手
术 均 获 成 功 、造 血
干细胞移植类型最
多……作为山东器
官移植领域的领跑
者 ，省 千 医 坚 持 创
新引领器官移植技
术 ，为 患 者 带 来 重
获新生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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