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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胸科医院徐玉荣：

““接接受受生生命命重重托托，，没没理理由由不不全全力力以以赴赴””

气体入胸腔，脸被憋

得肿胀

“很多人觉得气胸好像只
是一点气体而已，不会有啥问
题，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气体进
入胸腔压迫肺组织影响正常呼
吸，同时对我们的心脏也会产
生压迫。”徐玉荣说。

6月的一天，徐玉荣接诊了
一个因胸腔积液过来就诊的男
性患者，检查发现为晚期肺癌
并发气胸。患者刚入院的时候
状态很差，憋喘得厉害，无法活
动，也躺不下，只能一直坐着。
气胸导致他鼻窦内都是气体，

颈部、颜面部皮下也因积气而
肿胀了起来。

治疗气胸首要是胸腔插管，
将胸腔内的气体导出。徐玉荣和
同事们准确将引流管放入患者
胸膜腔，顺利将气体导出来，使
患者的呼吸困难得以缓解。术后
几天，加上对肺癌的精准治疗，
这名患者可以起身行走，呼吸也
恢复了顺畅。“还以为自己快要
不行了，现在不憋不喘，感觉像
是换个了人一样！”患者感叹道。

“我们没有理由不尽

最大努力”

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医
学院，31年的行医生涯，令她在
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鉴别诊
断及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随着社会的发展，呼吸
系统疾病病因增多，病种复杂，
导致很多肺部疾病难以诊断，
多年来她不断学习并提升个人
技能，时刻关注国内外前沿技

术，使自己敢于挑战各种呼吸
系统疑难杂症及危重症。在呼
吸系统疾病方面徐玉荣最擅长
诊治的疾病还是胸膜疾病。徐
玉荣早在2007年开展了内科胸
腔镜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医
院对胸膜疾病的诊治水平。

胸腔积液是呼吸科常见临
床疾病。徐玉荣说，胸腔积液本
身不会危及人的生命，如何治
疗首要是找对疾病产生的原
因，然后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疗
方案。

“患者来到医院，意味着将
生命托付给了医生，我们没有
理由不尽最大努力。”徐玉荣
说，31年来，虽然辛苦，但喜欢
上这个职业，一直扎扎实实地
学，踏踏实实地做，做到精益求
精。由于接受了太多的生命之
托，事事以病人利益为中心，踏

踏实实地为病人谋福祉。因此
许多患者在经过徐玉荣治疗
后，都与她处成了朋友，其中不
乏几十年的老友。徐玉荣传递
给患者的不仅是来自医者爱
心，更是战胜疾病的信心。

（焦守广）

专家介绍

徐玉荣，女，主任医师、医
学硕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三病区主任，于1988年毕业于
山东大学医学院，从事临床至
今。在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鉴
别诊断及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临床经验，对肺内小结节、肺
弥漫性疾病的鉴别有较深的研
究；擅长复发性、难治性气胸的
治疗；特别是对原因不明的胸
腔积液、脓胸、包裹性胸腔积
液、气胸等有较高的诊治水平。

肺是人体的“换气机”，它是人体重要脏器之一，如果肺组织
受损，就会出现肺部炎症、肺间质纤维化、肺部肿瘤等异常情况，
但如果包绕肺组织的胸膜受损，也会导致严重的疾病发生，气体、
液体就会跑进胸膜腔，形成气胸、胸腔积液甚至脓胸，会导致呼吸
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对于这类疾病的患者，山东省胸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主任徐玉荣凭借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积累，
总会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诊断与处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近日，一位30岁的青年
男性因头疼，左眼视力下降
仅存在光感，来山东省立医
院就诊。省立医院耳鼻喉科
主任时光刚对病人进行了影
像学检查，发现病人有巨大
的鼻颅底肿瘤，已经向上侵
犯前颅底，如果不及时切
除，将会侵犯大脑、颈内动
脉、颅神经，最终会危及患
者生命。

颅脑底部的区域有供应
人脑的主要血管和进出人脑
的颅神经通过，手术风险非
常高，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
出血、颅神经损伤，甚至危及
生命。单纯依靠一个科室很
难做到颅鼻贯通肿瘤的彻底
切除。时光刚组织了多学科
会诊，针对此病人展开了多
学科合作。因此，在耳鼻喉
科时光刚率领的鼻颅底外科
团队，在神经外科许尚臣主
任医师，麻醉科王公明主任
医师以及护理人员胡姗姗等

的支持下，成功实施手术，
术后外科ICU进行了协助管
理。目前，患者术后已2月
余,复查颅脑MRI提示肿瘤彻
底切除 ,内镜检查提示鼻颅
底缺损愈合好，实现了临床
治愈。

据了解，鼻颅底外科团
队在鼻内镜下对鼻腔颅底肿
瘤进行了完整的切除，为了
修补巨大的颅底缺损，切取
大腿阔筋膜修补脑膜，采用
线性高密度聚乙烯生物材料
Medpor来进行颅底的重建，
此项技术难度极高，已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神经外科通
过冠状切口显微镜下切除颅
内部分的肿瘤。同时，麻醉
科术前对于患者病情的综合
评估，术中麻醉给予控制性
降压的同时保证患者生命体
征的平稳，术后复苏及康
复。术后外科ICU科进行了
规范的管理 ,成功度过术后
24小时风险期。在耳鼻喉科
病房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
护理下，病人度过了术后各
阶段，彻底康复。

3300岁岁男男子子头头疼疼视视力力下下降降

罪罪魁魁竟竟是是巨巨大大鼻鼻颅颅底底肿肿瘤瘤！！
山东省立医院多学科会诊解难题

我我省省5511 .. 8811万万老老人人入入住住医医养养机机构构
3年内，所有养老机构都要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随着桑拿天湿气的加
重，膝关节疼痛成了不少
人的苦恼，近日，健康热
线15694407776便接到了不
少读者的求助。青岛天道
中医专家介绍，膝关节疼
痛时有发生，而这种疼痛
往往被忽视或者被人们武
断 地 认 为 是 关 节 炎 等 病
症。如果膝关节肿痛持续
出现3个月，建议尽快到医
院做相关的CT或者核磁共
振确诊病情。

青岛天道中医专家介
绍，常见的可以引起膝关
节疼痛的损伤以下有几种
情况：1 .半月板损伤；2 .脂

肪垫劳损；3 .骨质增生；4 .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5 .膝关
节韧带损伤；6 .滑膜炎，其
它的还有痛风性关节炎、
类风湿等。

汽熥疗法是多种疗法
无效后可以选择的疗法之
一，采用高温中药熏蒸全
身 ， 加 速 人 体 的 血 液 循
环 ， 逼 出 体 内 的 风 寒 湿
等，通过汗毛孔的双向作
用，有效药物进入体内，
垃圾毒素通过汗液排出体
外，然后在颈腰膝等部位
高温给药，3-6天化解出来
的垃圾毒素通过汗毛孔排
出体外形成结痂脱落。

膝膝关关节节退退行行性性病病变变

可可中中药药外外治治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养老院里发烧感冒随
时有人看

“在这里发烧、感冒这样的
小病能随时看，每天护士还会
送药上门，特别方便。”今年56
岁的王丽华(化名)由于腿疾平
时生活不能自理，于三年前住
进了鲁商福瑞达国际颐养中
心，她在这里过得非常舒适。

“社工会安排各式各样的活动，
每天一个小时左右的康复训练
都能刷医保，更重要的是，无障
碍设计对我来说非常便利，我
的电动轮椅车想去哪里可以随
时去。”

现如今，医养结合模式越
来越能满足不同年龄段老年
人多层次的养老需求。作为济
南市政府“医养结合”的重点
养老项目，鲁商福瑞达国际颐
养中心从开业前就同时拿到
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和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目前，机
构内设老年病科、内科、中医
科、康复科门诊等，还开通了
三甲医院绿色通道，提供预约
门诊、陪诊等服务，致力于打
造集生活、医疗、保健、娱乐、
休闲、养生于一体的示范性养
老机构。

2014年，济南养老服务中
心“政府建设、委托社会专业机

构运营”的模式成为山东首创，
而该社会专业机构则是山东大
学第二医院，济南养老服务中
心也成为了集‘养、教、研、医’
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机构。在
医养结合方面，济南养老服务
中心作出持续探索。济南市急
救中心在园区设立急救分站，
同时将老人的健康档案在中心
进行备案，实现信息共享。园区
也与各大医院建立就医就诊绿
色通道，以满足老人不同的就
医需求。

我省“老年健康促进
行动方案”正加紧制定

尹女士今年62岁，家住济
南市市中区七贤街道。除了每
天接送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买
菜、做饭，她还要在每月1日、15
日陪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
伴去门规定点医院拿药。在尹
女士的朋友圈子里，老人患有
三高、冠心病等慢性病的现象
很普遍。

据悉，我省仍有17 . 4%、
近400万老年人处于失能、半
失能状况。而伴随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老年人对于医疗保
健、康复护理等服务的刚性需
求日益增加。根据调查数据，
我省城乡老年人社区服务需求
结构中，医疗健康类服务需求
居于首位。

今年4月28日，全国老龄办

主任视频会议召开，山东探索
创新，推动医养结合工作取得
新突破。印发了《山东省老年人
就医绿色通道服务规范》，出台
了《老年人中高级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包参考目录》，山东各地
探索了各具特色的医养结合服
务模式。

7月29日，健康中国行动推
进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健康中国行动之老
年健康促进行动，据了解，该
行动将针对老年人群的健康
从个人和家庭、社会和政府三
个层面采取措施和行动。其
中，到2022年，所有养老机构要
能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卫生
服务；2022年，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设老年科比例不低于50%；
加快推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试点。

截至去年11月，山东所有
市均进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工作，覆盖2062万人，共确定
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机构1303
家，有2 . 95万名失能人员享受
了护理保险待遇，累计报销4 . 7
亿元。

全省持续对医养结合模式
的探索。在6个市80个县开展先
行示范建设，有51 . 81万老年人
入住各类医养机构，791 . 18万
老年人签约家庭医生。据悉，目
前山东正加紧制定“老年健康
促进行动方案”，推动实现健康
老龄化。

截至2018年底，全省
6 0岁以上老年人 2 2 4 0
万 ，是 全 国 唯 一超过
2000万的省份。

据悉，全省正在运
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有
2221家，其中内设医疗
机构的养老机构增加到
600家、与医疗机构合作
的增加到1303家、与周
边医疗机构“嵌入式发
展”或签订合作协议的
社区养老设施增加到
2746处。 8月2日上午，在鲁商福瑞达国际颐养中心，护士正在为老人量血压。

胸医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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