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健康19 2018 . 12 . 6 星期四
编辑/王闯 美编/王振霞

颈动脉99%被堵 老人突发脑梗塞
专家提醒：口眼歪斜、肢体无力尽快求诊，脑梗塞致残率及致死率极高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赵梅 王瑞华

近日，一名69岁的男子因血
液中的“垃圾”充塞血管，导致通
往大脑的右侧颈动脉9 9%的空
间被堵塞。血流不畅，男子突发
脑梗塞，如果不及时治疗，患者
将导致残疾甚至死亡。济南市
中心医院血管外科成功为其实
施外翻式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治
疗，手术之后6天他就康复出院，
恢复了正常生活。

据了解，69岁的范闽(化名)
因“言语不清、左侧肢体无力7小
时”于近日来该院就诊，急诊行颅
脑CT检查考虑右侧颞叶脑梗塞，
收住神经内科。入院后完善颅脑
磁共振、MRA检查示右侧大脑半
球多发梗死，多发脑动脉狭窄，由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赵彦新为其

进行了脑血管造影手术，显示右
侧颈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这是
一条引发脑梗塞的血管，必须进
行相关治疗，否则患者会致残甚
至致死。

造影结束后，血管外科副主
任医师王瑞华应邀赴神经内科会
诊，讨论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
由于患者颈动脉病变严重，近乎
闭塞，导丝通过困难，赵彦新、王
瑞华在详细分析患者病情后，一
致认为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为最
佳治疗方案。

患者住入血管外科病房后，
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孟庆义组
织血管外科治疗团队进行了病例
讨论。孟主任认为：此患者颈动脉
病变部位高，约平颈2椎体水平，
距离颅骨很近，比一般的颈动脉
病变部位高约5cm，手术难度很
大，术中不容易暴露病变部位，发
生颈部脑神经损伤等并发症几率
大，手术过程需要精细操作，术后
要加强监护，确保患者手术顺利
完成。

经过周到细致的术前准备，
在麻醉师医师徐德东的监护下，

主任医师孟庆义、副主任医师王
瑞华、主治医师刘兆轩和手术团
队为该患者施行了颈动脉内膜剥
脱术(外翻式)。术中探查发现，颈
动脉近乎闭塞，有大量泥沙样软
质斑块，经过精细严谨的操作，顺
利为患者清除掉增厚的颈动脉内
膜和粥样硬化斑块，恢复了颈动
脉血流，术后病人感觉很好，恢复
很快，没有发生任何并发症，术后
6天病愈出院。

该院专家孟庆义介绍说，
脑中风是当今成年人致残的首
要病因，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和肿瘤的第三大致死病因。颈
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是导致缺血
性卒中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外科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是治疗
颈动脉狭窄的重要手段。经大规
模、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CEA与单纯药物保守治疗相
比，患者的脑卒中事件发生率
显著降低，外翻式颈内动脉内
膜剥脱术与传统颈内动脉内膜
剥脱术相比，可以明显降低术
后中风和再狭窄的发生率，手
术过程无需放置人工血管补

片，是防治脑中风的一种并发
症少、安全系数高、病人花费最
少的好方法。

据悉，济南市中心医院为济
南市卒中中心，救治了大量的脑
卒中患者，血管外科孟庆义主任
自1994年开始开展颈动脉剥脱手
术，作为济南市拔尖技术人才引
进到济南市中心医院后带领血
管外科团队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为卒中中心提供了很好的
外科技术支持，近年来与神经内
科密切合作，确保来到卒中中心
的颈动脉狭窄患者能够得到最优
的治疗方案。

孟庆义提醒，未病先防，对有
闭塞性脑血管病高危因素的人
群，如年龄40岁以上，有高血压、
糖尿病、动脉硬化者；常有头晕不
适者；有一过性肢体无力或眩
晕、突然视力障碍或黑朦者，应
及时到医院行颈动脉彩超检查
有无颈动脉狭窄，以便尽早清
除颈动脉血管内的“垃圾”，降低脑
梗塞发生的风险，以免在出现严重
脑中风后才来就医而丧失最佳治
疗时机。

省妇幼保健院
膏方文化节本周六启动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孙方雷

顺时养生，冬令进补，为弘
扬中医传统，促进妇幼健康，山
东省妇幼保健院第二届中医养
生膏方文化节将于12月8日(本
周六)上午9：00至11：30在该院
业务综合楼一楼门诊大厅启动。

该院中医科专家表示，“今
冬进补，明年打虎”；“三九补一
冬，来年无病痛”。天人合一，顺
时养生，冬令进补，能去病延年。
量身定制膏方将根据体质打造，
其滋补力强、服用方便，口感怡
人，是针对亚健康人群养生保健
的好方法。

该院中医科专家提醒，膏方
虽好，但并非适合所有人。膏方
适应以下人群：亚健康人群；绝
大多数的慢性病患者；抵抗力
低、免疫力差的人群；术后、肿瘤
放化疗后人群；女性月经量少、
痛经、不孕、围绝经综合征患者；
产后体虚调理、产后缺乳妇女；
需要美容养颜人群；体质差、反
复感冒、发育迟缓、消化不良、过
敏性体质、哮喘的儿童。

该院专家表示，为了让更多
市民体验膏方、了解膏方、享受
膏方带来的健康生活，膏方节启
动现场邀请了山东省膏方专家
和本院专家现场义诊，提供免费
医学咨询服务；专业熬膏人员现
场演示膏方制作过程，免费试
吃；药食两用滋补膏方(阿胶固
元膏、助孕膏、益肾膏)免膏方加
工费及辅料费；现场还有精美礼
品相送。

济南市口腔医院
南丁格尔年会上获奖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静 李秋华

近日，在全国2018年南丁
格尔志愿者年会上，济南市口
腔医院分队荣获2018年度护理
志愿服务文化建设奖及中国护
士志愿精神贡献奖。

据悉，中国南丁格尔志愿
服务总队对全国范围内表现优
异的集体和个人进行奖项表彰
通报，全国各地300多支南丁格
尔志愿护理服务分队齐聚一
堂，参加了盛会。济南市口腔医
院分队荣获2018年度护理志愿
服务文化建设奖，该院护理部
主任李秋华荣获中国护士志愿
精神贡献奖。

济南市口腔医院分队志愿
者们通过服务社区，以社区为
阵地，广泛普及口腔健康知识，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护
理队伍开展选树活动，通过评
选省级“爱心守护天使”、市级

“优秀护士”及院级“星级护士”
等，宣传和深入挖掘先进人物
和事迹，树立典型，使先模人物
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让寻找最美、成为最美成为口
腔护理人的追求。开展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口腔健康教育
活动，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分享
到来自口腔人的关怀。

离家1000公里 为重庆百姓看病
济南市二院张丽受当地患者医生一致认可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黄烁

按照山东省发改委《关于增
派一批医务工作者赴重庆开展扶
贫协作工作的通知》及山东省卫
健委扶贫办有关工作的要求部
署，近日，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内
科主治医师张丽作为第三批医务
工作者，赴重庆市武隆区开展医
疗对口支援工作。离家1000公里，
远赴重庆偏远地区为百姓看病，
张丽说一定竭尽所能，呵护百姓
健康。

在张丽每日发回的工作日志
中，详细地记载着每一位病人的
情况。张丽也从起初的紧张忐忑
慢慢地融入了新的集体，工作起
来已是游刃有余，每天忙碌着为
每一位患者精心诊治。

为了跟患者更好的沟通，她
还学了一些方言。68岁的刘大娘
在经过张丽的诊治后，对她的
耐心和热情赞不绝口。老人拉
着张丽的手，关切地问：“姑娘

啊，让你来我们这穷地方真是难
为你了，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家里
人能放心吧？”

说到家，刚开始出门的时候
张丽还有几分不舍几分担忧，孩
子上小学六年级，马上要升初中，

老人也是正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她这一走，全家的重担都落到
了爱人的身上。送机当天张丽
还偷偷地抹了眼泪，即使这样
她依旧义无反顾地来到这个离
家1000多公里的地方，不为别的，

就为给像刘大娘一样淳朴的村民
送去健康。

用张丽自己的话来说，在重
庆的每一天都太充实了，起初还
只是为住院的病人诊治，后来陆
续有慕名而来的患者专程找她
看病。70多岁的王大爷患有糖
尿病，查出持续低钾，在当地医
院补钾后有所上升，但一直没
有查到低钾的原因。张丽问过
病情后，了解到患者长期口服
吲达帕胺。拥有丰富临床经验
的张丽判断，该药可能是引起
低钾的根本原因，她详细地给
当地医生讲解了该药的药理特
征，及时调整了治疗方案，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得到了患者和医生
的一致认可。

张丽在日志中写道：“这里的
条件很艰苦，医疗药品和医疗设
备都有限，但这里的医生很渴望
获得知识，看着他们那种求知的
眼神，更坚定了我的心，我一定会
竭尽所能，将自己的所学所知，毫
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张丽医生与当地医生探讨患者病情。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毛瑞锋

今年9月，全省首台神经外科手
术机器人入驻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顺利完成全省首例ROSA机器人辅
助下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植入术
(DBS)。

ROSA手术机器人入驻千佛山
医院已有三个月时间，截至目前，完
成帕金森病DBS植入、血肿穿刺、肿
瘤活检、深部小病灶实时导航、复发
肿瘤射频热凝及冷冻等各种手术共
计20例，充分体现出ROSA机器人
精准、微创、高效的优势。

为了减轻帕金森病患者自身和
家庭的双重负担，医院征集十名帕
金森病患者，为每名患者免除机器

人费用一万元。
据了解，入选患者条件为：原发

性帕金森病；对美多芭药物有效或
曾经有效；药物疗效已逐渐降低或
出现副作用；排除严重精神类疾病。
即 日 起 开始报 名 。( 报 名 电 话 ：
15169112369、15153130665)

与此同时，为帮助更多帕金森
病患者正确认识、正规治疗帕金森
病，省千佛山医院帕金森病诊疗专
家团队将于12月15日上午8：00至
12：00在千佛山医院8号楼2楼会议
室举行帕金森病义诊及DBS咨询活
动。提倡帕金森病患者早期诊断、早
期治疗，不仅可以更好地改善症状，
且对延缓疾病进展有一定的效果。
( 咨 询 电 话 ：1 5 1 6 9 1 1 2 3 6 9 、
15153130665)

省千医ROSA机器人精准治疗减免万元手术费

健康是一种理念，是一
种生活态度，是一切美好生
活的基础，但是健康不能仅
停留于表面，女性健康更要
重视内在调养。天气转冷，很
多女性出现手脚冰凉、畏冷
等症状，多是子宫寒冷惹的
祸。所谓“宫寒”，在中医看来
是指女性子宫(包括输卵管、
卵巢等)的寒冷症。身体寒冷
可以穿衣，但如果子宫受寒
的话，就会引起痛经、经期紊
乱甚至不孕等症状。

济南妇儿医院刘院长表
示，子宫的健康，决定着女性
孕育及内分泌是否正常，中
医素有“子宫暖，气色好；子
宫寒，疾病生”的说法，子宫

温暖，体内气血运行通畅，按
时盈亏，经期如常，种下的种
子才能发育。如果子宫受寒
邪困扰，血气遇寒就会凝结，
身体的形貌不能保持，繁衍
后代更无从谈起，这也是宫
寒女性易不孕不育的主要原
因。可见，子宫寒暖是女性身
体根基的指标，保养子宫势
在必行。

中国保宫联盟、济南市
红十字会雨荷博爱基金办，
济南妇儿医院联合推出的

“冬日暖宫行动”，针对产后、
术后、月经不调、痛经、不孕
不育、子宫肌瘤等女性，开设
子宫检查、子宫保养、妇科微
创保宫手术等养护项目。

“冬日暖宫行动”告别寒冷过“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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