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旬老人患肝癌 腹腔镜完整切除
三维重建和术中超声助力,手术出血不足20毫升

□生活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关天星 赵梅

80岁的老人患肝脏肿瘤，
还能不能做手术？

“只要没有其他严重疾病，
80岁的肝脏肿瘤患者，完全可
能通过腹腔镜实施手术，年龄
不是问题。”济南市中心医院肝
胆胰腺外一科主任徐立友教授
说。近日，在其主刀下，80分钟
微创腹腔镜手术，成功为八旬
老人切除肝脏肿瘤。手术过程
中，患者出血不足20毫升。

“这位患者，一个月前查体，
强化CT诊断：肝右叶占位，考虑

肝癌。但是肿瘤位置在肝脏靠近
后背的一面。在传统的开刀手术
的年代，这已属于肝脏肿瘤切除
手术中最难操作的一类。现在，
我们都是通过腹腔镜实施手术，
其操作难度，更是难上加难。”徐
立友介绍，虽然此次肝脏肿瘤切
除手术难度系数很大，但是，整
个团队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
难，给患者带来最大受益。

在济南市中心医院肝胆胰
腺外一科住院期间，李先生对
手术最满意的就是出血少。他
说：“46年前，我在临沂老家一
所医院做的阑尾炎手术，医生
开刀两个多小时，出血不少，当
时我记得是让家里人输的血，
你看看现在，肝上这么大的手
术，就出那么一点点血，肚子上
只有几个小孔，就把手术做了，
真是不可思议。”

外科医师的共识是，肝脏

具有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血
供，血运丰富，切除时易出血，
术中难以有效控制。

但是，回看徐立友为李先
生手术的视频，整个手术过程
中，出血不到20毫升，不足以染
红与一张餐巾纸大小的医用纱
布。其中，奥妙何在？

原来，徐立友的手术团队，
术前除了常规准备工作，另有
两项准备：一是三维重建，能够
清楚地知道本次手术所涉及切
除部位的供血静脉走向，能够
精确测量计算出肿瘤体积；二
是备好术中超声设备，以确保
手术过程中超声引导腹腔镜下
的解剖操作。

徐立友介绍：“像这位80岁
的VIII段占位患者，通过三维
重建影像技术，我们在手术开
始之前，就已经知道肿瘤的体
积，肝VIII段的体积，全肝的体

积，而且知道VIII段占全肝体
积的19%。手术开始以后，在术
中超声的引导下，明确肿瘤与
周围脉管的关系，我们采用五
孔法布局戳卡，对有可能出血
的节点，进行提前止血，从而实
现了整个手术过程中仅有少量
出血。当然，减少出血仅仅是手
术的基础性工作，顺利完成切
除，还需要整个手术团队的精
准操作。”

10月17日，手术正式开始
80分钟后，李先生肝右叶上的
肿瘤被完整地切除。徐立友解
释说：“每年1次查体的老年人，
被发现有肝肿瘤之后，比较及
时地进行手术，在这样的前提
之下，肿瘤才有可能被完整地
切除。因为肝肿瘤和其他疾病
一样，越早发现，及时治疗，效
果才会越好，这就是国家推行
早癌筛查工程的重大意义。”

拥有一口好牙 得从细节做起
大医生讲座义诊走进和平路社区赢居民点赞

医疗专家进社区

义诊服务暖人心

□生活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李龙杰

近日，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
医师、博士生导师王华亭率心内科、内分
泌科、功能检查科专家团队来到港沟街
道办事处保利社区开展义诊活动，让群
众在逐渐寒冷的深秋倍感温暖。

此次义诊活动由王华亭主任带
队，医资力量雄厚，参加义诊的有内分
泌科主任医师孙超主任，心内科副主
任医师孙慧主任，西院心内科刘忠诚
主任、刘永平主任及护理团队，功能检
查科副主任蒲迎，功能检查科医生秦
俊芳、李龙杰，团队携带听诊器、血压
计、血糖检测仪、心电图机等常用医疗
器械，热情为患者诊治、测量血压、血
糖、心电图，发送健康教育资料。

该院专家团队就糖尿病、高血压、高
血脂、心血管疾病、甲状腺疾病等相关问
题，对百姓进行了现场解答。活动共接待
就诊咨询100余人次，测血糖血压50余人
次，心电图40余人次。

义诊中，发现前来看病的多为当
地老年居民，种种原因使他们不能及
时去医院做检查和治疗，通过义诊为
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诊疗建议。大医生
团队的温馨服务赢得了广大保利社区
群众的欢迎和赞赏。

公益活动期间，王华亭做了《防治心
肌梗死知识》科普讲座。精彩讲座赢得社
区群众纷纷点赞。

□生活日报记者 王闯
通讯员 高丹璎

10月30日，由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 N I CU ) /急诊神经外科牵头
的神经创伤重症专科医联体
成立大会在齐鲁医院召开，
齐鲁医院副院长田辉、山东
省脑与类脑研究院院长李新
钢、齐鲁医院医务处处长杨
杰、神经外科主任李刚、急诊
科 主 任 徐 峰 出 席 会 议 并 致
辞。来自全省1 3 5家医联体成
员单位的分管院长、科主任
或医联体成员代表等180余人
参加了会议。

田辉表示，建设和发展神
经创伤重症专科医联体，是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

重点任务，医联体的成立有利
于医疗资源上下贯通，更好实
施分级诊疗和满足群众健康
需求。李新钢表示，齐鲁医院
作为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牵头建设单位，承担着推进山
东省医疗发展的艰巨任务，因
此建立神经创伤重症专科医
联体将整合我省医疗机构神
经外科卫生资源，可为专科疑
难危重患者提供便捷的就医
途径，整体推动专科的建设与
发展。

成立大会上，黄齐兵教授
宣布齐鲁医院神经创伤重症专
科医联体成立，田辉、李新钢、
杨杰、李刚、徐峰、黄齐兵为医
联体单位颁发了铜牌证书。随
后，各医联体单位就今后医联
体内的学术交流、双向转诊、临
床科研和人才培养等具体问题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齐鲁医院NICU/急诊神

经外科主任黄齐兵教授详细
介绍了齐鲁医院神经创伤重
症专科的发展历史、目前发展
状况和医联体成立的必要性，
并提出医联体成立后的工作
计划和设想，主要包括：定期
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神经创
伤重症患者的双向转诊制度，
神经创伤重症疑难危重症会
诊，建立规范诊疗流程和培养
专科医护人才，开展神经创伤
重症临床研究和其他业务合
作。

2 0 1 7年4月1 2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医疗
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
见》。《意见》要求，2017年，我
国将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
联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

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
齐鲁医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从2018年开始，由相应科室牵
头先后成立了呼吸专科、创伤
骨科专科和消化专科医联体，
在医联体单位的临床、科研协
同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神经创伤与神经重症疾病
是我国的常见和多发的重大疾
病，其发病率与致残致死率长
期位居系统疾病前列，医疗资
源消耗巨大。当前各级医院在
该专科方向的发展参差不齐，
导致该类患者在不同医疗单位
无法得到同质化的治疗，影响
患者的预后。专科医联体的建
立能有效将齐鲁的技术辐射到
山东各级医院，使患者获得科
学、便捷、经济、高效、连续的诊
疗。

齐鲁医院牵头成立神经创伤重症专科医联体

□生活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曹坤

11月6日上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与平阴县人民医院正式签订对口帮扶
协议。省立三院院长吕涌涛、副院长韩
晔，平阴县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陶庆
福，平阴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尹燕
东以及两院相关科室负责人出席签约
仪式。通过对口帮扶，提升平阴县人民
医院临床专科服务能力，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提高医院管理水平，构建合理
有序的分级诊疗格局，积极开展远程
医疗服务，共同为广大人民群众身心
健康保驾护航。

吕涌涛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在接到
省卫生健康委下发的帮扶任务后，省立
三院高度重视此次对口帮扶工作，医院
多次派遣相关科室负责人对平阴县充分
调研。下一步，省立三院将通过技术帮
扶、互联网远程问诊会诊、医联体内上下
转诊、医务人员交流学习等多种方式，努
力提升平阴县人民医院的综合诊疗实
力，从而带动当地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
同时，希望在帮扶过程中可以和平阴县
人民医院取长补短，上下联动，全面提高
医疗水平，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陶庆福表示，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
进入一个崭新的合作阶段。平阴县人民
医院要充分利用省立三院的资源优势，
多方式合作，进一步提升诊疗技术和服
务质量，为平阴人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
务。

签订仪式结束后，在平阴县人民
医院领导的陪同下，吕涌涛一行实地
参观了平阴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远程心电中心、病房与治疗科室，双方
就具体支援需求和形式进行了深入交
流。

对口医疗帮扶

携手惠济百姓

□生活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静

牙齿健康才能保证身体健
康。然而，不正确的刷牙方法、
不良饮食习惯，不恰当的服药
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地损害牙齿
健康。为了让广大社区群众获
得专业医学科普知识，呵护牙
齿健康，本报联合济南市口腔
医院举办的大医生讲座走进和
平路社区，为广大居民带去科
普知识讲座和义诊服务。该院
专家袁方的精彩科普讲座赢得
居民阵阵掌声，该院大医生团
队的义诊服务也赢得市民好
评。

“健康的口腔都有哪些标
准？老年人掉牙是必然的吗？如
何正确呵护牙齿，让自己拥有
一口洁白健康的牙齿？如何有
效预防龋齿？”济南市口腔医院
专家袁方走进和平路社区，通
过一问一答的方式，为广大社
区群众普及口腔健康科普知

识，她告诉大家，呵护牙齿得从
细节做起，每天至少两次的高
质量刷牙就是最重要的保障。

“您平时刷牙用劲太大了，
而且刷牙方式也不对。牙齿的

根部都被刷坏了，都有凹槽啦，
以后记得千万别横着刷牙啦，
刷牙需要轻一点，不能使劲刷，
最好配一个电动牙刷，这样刷
起来不费劲，力度也比较适

中。”“您有龋齿，需要补牙了，
小洞不补，大洞受苦啊。”义诊
过程中，针对每一位市民的具
体口腔情况，袁方也一一给出
解决方案，赢得市民点赞。

袁方，济南市
口腔医院主治医
师，口腔医学博
士。2013年赴维也
纳大学口腔医院
进修。中华口腔医
学会会员，中华口
腔医学会老年专
委会会员。擅长各
类牙齿美容修复，
全瓷冠修复，瓷贴
面、瓷嵌体修复，
种植义齿修复，套
筒冠、精密附着
体、磁性附着体义
齿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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