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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了三千里路 只为道一声感谢
襁褓中多病在济南治疗，18年后川妹子一家来谢恩

□生活日报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赵鲁笑 董自青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使命
与责任。病患恢复健康，是医生
最大的期盼。整日忙忙碌碌，医
生的工作中会有惊喜吗？

9月6日上午，济南市妇幼保
健院，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工作
日，大夫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早上一到单位，儿科一区的
李培杰主任便去查了病房，了解
询问近50名小宝宝的最新情况。
查完病房刚在办公室坐下，他就
被闻讯赶来的患者及家属“包
围”了起来，连口水都没顾上喝。

正当李培杰与病患交流的
时候，门口进来 3位“不速之
客”——— 一对中年男女和一位
小姑娘。中年女子看起来心情
非常激动，一见到李培杰便热
泪盈眶，轻声说道：“主任，您还
记得我吗？我是专门从四川过
来感谢您的。”

沉浸在病情分析中的李培
杰，被这“突发情况”弄得有些
懵。在仔细听完对方的解释后，
他终于回忆起了这件往事。

18年前，中年女子的女儿
刚几个月大，就被诊断出免疫

功能低下，经常生病。出生后，
孩子住在医院的时间比呆在家
里的时间还多。彼时，夫妇俩带
着女儿四处求医问诊，但效果
并不理想，一股绝望悲伤的情
绪，弥漫在这个小家庭的上空。

转机出现在他们来到济南
市妇幼保健院后。在这里，夫妇
俩找到了李培杰，并得到了精心
治疗、耐心解答、悉心照料。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医院、医生、病患
家属等各方的努力下，这位小宝
宝一天天好了起来。

让夫妇俩感动的是，李培
杰不但鼓励他们坚持下去，给

了他们继续治疗的信心，还在
孩子出院时，自费为他们购买
了当时市场上奇缺的药品。

18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在
襁褓里饱受疾病困扰的小宝
宝，如今已长成了亭亭玉立的
大姑娘。更让人欣慰的是，孩子
不但长得漂亮，学习成绩也非
常好。今年通过高考，她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夫妇俩表示，孩子成年了，
考上了大学，但不能忘了恩人。
他们带着女儿赶了3000里路，
专程从四川过来，为的就是当
面向李培杰主任道一声感谢。

往事很沉重，又温暖着人
心。交谈现场，夫妇俩多次控制
不住情绪落下泪来，屡屡向李
培杰表示感谢。握着夫妇俩的
手，李培杰心里五味杂陈：有感
慨、有心酸、有高兴、有满足，但
更多的是欣慰，是医生看到病
患最终痊愈并过上美好生活的
欣慰。

对李培杰来说，这是小事。
对患者及家属来说，则是天大
的事。李培杰说，医护人员所能
做的，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
诊断治疗好每一位患者。

□生活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宋超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中明确提出要规范和推动

“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创新
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在山
东省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山东
省立三院作为山东省首家互联
网医疗试点单位和首批取得互
联网医疗资质的医院，按照“树
牢一个思维、搭建四个团队、建
立五种机制”的思路推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工作。在支撑保
障、标准规范、服务内容、行为监
管方面先行先试，以紧密型医联
体为依托，搭建了以家庭医生签
约平台为基础、以医联体分级诊
疗平台为支撑的具有省立三院

特色的互联网医院。
在互联网医院标准化建设

之路上，山东省立三院专门成立
了互联网医院领导小组，组建智
慧医疗部和专职互联网医生队
伍，全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工作；
制定了互联网医院人员职责、工
作流程、服务规范、线上医疗质
量安全制度和流程，使互联网医
疗有规可依；从诊前、诊中、诊后
加强监管，实现了互联网医疗行
为的全过程监管；不断拓展服务
内容，夯实分级诊疗根基，增强
医患获得感；在责任划分、决策
实施、质控监管、宣传运营、考核
激励、多方合作六个方面建立运
行机制，保障互联网医疗持续健
康发展。

2019年2月28日，医院荣获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互联
网+医疗”智慧服务品牌；5月，
依托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协
会,借鉴先进经验，融合医院现
有工作基础，向山东省医养健
康产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申请

《互联网医院建设规范》团体标
准，已通过专家评审进入实施
阶段；6月，山东省实施标准化
战略(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征
集2019年标准化综合改革暨

“山东标准”建设项目的通知》，
省卫生健康委立即组织全省卫
生健康行业申报工作，经过初
选，全省卫生健康行业共三家
单位入围专家评审阶段。7月，
吕涌涛院长参加了由省卫生健
康委组织的地方标准项目立项

专家评审会。最终，经过专家评
审同意医院申报的项目入围

“山东标准”建设项目库。8月，
经历了由省市场监管局组织的
标准查新后，医院《互联网医疗
服务行为规范》于9月正式列入

《2019年度标准化综合改革暨
“山东标准”建设项目计划》社
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
项目。

吕涌涛说，“互联网医院的
标准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建立的标准和规范需要在
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充实、调整、
完善。我们也将借助山东省医
学会“互联网+医疗健康”分会
为山东省“互联网+医疗健康”
建设增砖添瓦，做出更大贡
献。”

□生活日报记者 王闯
通讯员 李小诗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李刚教授团队在脑胶质瘤外泌体
调控领域获新突破，该研究工作得到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山东省重
点研发计划和山东大学脑科学研究所
的支持。

目前肿瘤的免疫抑制微环境是肿瘤
研究领域的热点。肿瘤细胞如何调控免
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是现在研究重点之
一。这篇文章阐释了缺氧条件诱导的肿
瘤细胞来源的外泌体通过递送miR-1246
来靶向巨噬细胞的信号通路从而诱导其
向M2极化的功能作用。研究阐明了低氧
和胶质瘤通过外泌体影响M2巨噬细胞
极化，进而促进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
的作用。该研究结果表明GBM患者脑脊
液中的miR-1246可能是GBM诊断的新型
生物标志物，靶向microRNA-1246的治疗
可能有助于抗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研究
成果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肿瘤领域著名
Nature子刊Oncogene上。文章第一作者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2016级博士
研究生钱明禹和王劭博，通讯作者为齐
鲁医院神经外科李刚教授和薛皓医师。

脑胶质瘤外泌体
调控领域获新突破

□生活日报记者 王闯
通讯员 曹传兵

9月5日下午，山东省胸科医院2019年
第4期优青论坛在医院西院区学术报告厅
举办，在院优青成员及部分参与第二批优
青遴选的医师参加了本次论坛交流。

本次论坛由郭帅主持，王晓蕾和金
瑾分别做了《巨噬细胞及IL-10与结核
病感染免疫》和《T o w a r d a O n e
Health Approach to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专题讲座。王晓蕾医师从结
核病感染免疫机制及国际最新研究入
手，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巨噬细胞及IL-
10等免疫因子在结核病感染中的意义，
为大家提供了全新的科研视角和命题；
金瑾医师围绕“践行大健康理念，遏制
抗生素耐药”的主题，为大家分析了目
前全球抗生素耐药的现况和应对策略，
使大家在规范合理使用抗生素方面有
了更加深入的体会和认识。

医院副院长巩怀正为本次论坛做
总结发言，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宁斌博士
带来的个人职业规划和成长成才经验
交流，使大家对各自的职业规划和个人
成长有了更加明晰的计划和目标。

省胸科医院举办
第四期优青论坛

学网红险遭暗“蒜”
男子治失眠耳朵塞大蒜，塞进容易取出难

□生活日报记者 董昊骞
通讯员 王厚江

近日，济南一男子模仿网
红短视频，往自己耳朵里塞大
蒜，结果取不出来，只好求助医
生。

日前，记者从山大二院耳
鼻喉科了解到，在济南打工的
王先生，发现网络上有大蒜治
疗耳部炎症的视频，于是也想
尝试一下，治疗一下自己的失
眠。

王先生先是认真看了网上
的视频，然后照着视频上的做
法，把大蒜剥皮洗净，然后像塞

耳塞一样，把大蒜放进了耳朵
里。令他没想到的是，大蒜放进
去竟然取不出来了。

王先生在家尝试了多次想
把大蒜取出来，都失败了，急得
不行。因为担心发生意外，他火
速赶到山大二院耳鼻喉科向医
生求助。

终于，在医生帮助下，才将
王先生耳朵里的大蒜取出来。

“不要轻信偏方，耳朵里塞
大蒜消炎并没有科学依据，最
好不要轻易尝试。”山大二院耳
鼻喉科专家提醒，遇到身体不
适要及时咨询医生，不要盲目
模仿网络段子。

省立三院推进互联网医院标准化建设惠民

9月10日上午，济南艺星医疗美容
医院向附近环卫工人送上花生油、大米
等节日慰问品。

杨季涛院长表示，作为医学美容专
业的医生，我们只是人体的美容师。而
这些叔叔阿姨们却是整个城市的美容
师，他们比我们更伟大。

据悉，济南艺星还为环卫工人等户
外劳动者开辟专门区域，提供休息、洗
手间、免费饮水、食物加热等便利服务，
让他们在劳累之余能够有舒适的地方
进行休息。 本记

月满中秋情满泉城
关爱环卫工人在行动

大块头“脾”极泰来
占腹腔一半以上巨大脾切除后患者康复出院

□生活日报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石晓红 孙晓春

9月6日，济南市传染病医
院外科手术室顺利完成一台特
殊的“常规”脾切除手术。之所
以“特殊”，是因为患者的脾实
在太大，占据了整个腹腔一半
以上的空间。

与一般脾切除术相比，巨脾
切除术一是风险大，易出现大出
血、脏器损伤，二是难度高，腹腔
内操作空间小，脾质脆，侧支循
环丰富，手术当中需慎之又慎。

术前，科室负责人赵承乾同
倪家连、郑宝珍两位老专家充分

讨论，制定周密详实的手术方
案。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精心手
术，一个重达2 . 7kg的巨大脾脏
顺利摘除，术中出血仅100ml，术
后医护人员给予精心的治疗护
理，10天之后，患者康复出院。

脾切除术是济南市传染病
医院外科成立科以来开展最多
的肝胆外科手术之一，脾切除
这样的手术已经可以流程化、
规范化诊疗，可以做到短时、精
确、少并发症完成手术的结合
最优的术后护理换得患者康
复。这台巨大脾切除术对医院
外科是一场考验，也填补了医
院这一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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