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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下午，“5G+4K+
MR”腹腔镜手术直播国内首
秀，在山东省立医院亮相。其
实，随着5G技术的发展，其在
医疗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此前国内已有医院尝用“5G+
4K”技术远程实时直播乳腺癌
手术。但是在5G网络下4K超高
清与混合虚拟技术(MR)结合，

进行腹腔镜手术远程实时直
播，在国内尚属首次。

14日下午两点，山东省立医
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靖昌庆，正
在东院区手术室内准备进行手
术。手术的全过程，正在通过5G+
4K技术，被清晰地直播到距离十
余公里外的山东省立医院中心院
区。

“患者有占位性病变，发现环
周状的新生物，表面有溃烂、出
脓。”靖昌庆先整体介绍了一下患

者的病情，通过混合虚拟技术，患
者腹部各个器官和血管重建的图
像，被清晰地呈现在大屏幕上，可
以与患者腹部进行实时比对。

“肿瘤的大小和位置、还有
血管的分支和变异，三维图像
重建以后，都可以呈现得十分
清晰，对于手术策略的制订十
分有帮助。”靖昌庆说。

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李乐
平和多位专家，在中心院区远
程实时观看手术过程。记者看

到，整个画面十分清晰，全程几
乎没有卡顿。

“4K超高清腹腔镜，为术
者提供清晰的大画面大视野，
实现精细、精准的手术操作，可
有效提高手术质量。利用5G技
术的超大带宽、超低时延优势，
保证视频数据传输流畅、西面
声音清晰无卡顿，使超高清腹
腔镜技术如虎添翼。”

李乐平说，同时结合混合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术前对肿

瘤进行立体评估，术中结合腹
腔镜手术做好虚拟与现实的结
合，可以促进精准手术的开展,
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促进年轻
外科医生快速成长。

据介绍，5G+4K+MR模式腹
腔镜手术，将带动医学教育、医学
模式的改变，4K高清腹腔镜手术
充分借助5G技术,外科医生可以
在任何地方远程操作完成手术，
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基层患
者。

首例5G+4K+MR远程腹腔镜手术直播，在山东省立医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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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那些事

本专栏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心内科暨上海交通大学房
颤诊治中心山东分中心专家团队倾
力打造，旨在普及房颤知识，规范房
颤治疗，服务广大房颤患者。

专 栏 简 介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身强力壮
的中年男性——— 49岁的邢先生，他平素注
重养生保健，每周规律健身，唯独不把单
位的定期查体当回事：“我身体底子好，查
体也不会有问题。”

一年前，在家人的再三劝说下，邢先
生进行了一次常规体检，没想到被诊断为
持续性房颤。

“我从来没觉得身体不舒服，什么时
候长了房颤？”邢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现在
也没觉得有啥影响，房颤究竟需不需要治
疗？”

邢先生带着对体检诊断的质疑又到
不同医院就诊，心电图检查均为房颤，且
持续时间超过了7天，所以医生依然给出了
持续性房颤这一诊断。但是因为没有症
状，平素鲜有就诊记录，邢先生初发房颤
的时间无从知晓。

至于房颤是否需要治疗，有医生朋友
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必须治疗，不然目前
引以为豪的好身体日后将无法企及，随着
房颤病程的逐渐延长，自己的左心房还会
逐渐增大，脑卒中及心衰等并发症将逐渐
成为健康路上的绊脚石。

针对治疗，朋友给出了房颤导管消融
与药物抗凝治疗两种选择，一番权衡，邢
先生坚定地选择导管消融治疗。导管消融
作为可以摆脱房颤的唯一治疗，毕竟自己
还年轻，假如从现在就要笼罩在房颤的

“阴影”下，开始吃药，他心有不甘。
去哪家医院找哪位专家治疗呢？省内

知名大医院邢先生打听了个遍，最终，根
据朋友的建议来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心内科暨上海交通大学房颤
诊治中心山东分中心，听取刘旭教授细致

分析后，邢先生对于选择房颤导管消融治
疗内心更加踏实笃定。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在医生的指导下
完善了心脏彩超及经食道超声检查，但是
检查的结果似乎又跟邢先生开了个不小
的“玩笑”，心脏彩超提示邢先生的左心房
已经增大到60mm，不再具备房颤导管消融
指征(导管消融适应症左房<55mm），经食
道超声提示左心耳血栓形成。

邢先生既懊悔又无奈，懊悔自己没有
规律查体及时发现房颤错失了最佳治疗
时机，无奈自己今后只能选择规范抗凝、
控制心室率等药物治疗，预防房颤并发症
的发生。

生活中与邢先生经历相似的故事比
比皆是，惋惜之余广大朋友也要引以为
戒。专家建议平素规律查体及早发现疾
病，当大家面对房颤这一沉默的杀手切勿
疏忽大意，及时规范治疗，以免延误最佳
治疗时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晓丽
指导专家 王营)

房颤专家团队核心成员简介

刘旭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胸科医
院房颤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优秀学科带
头人，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上海市银蛇
奖获得者，徐汇区十六届人大代表，是国
内较早开展射频消融临床应用的医师之
一，为房颤诊疗领域国际著名专家，尤其
擅长房颤和复杂性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
对老年人及儿童快速型心律失常的射频
消融亦有较深的造诣，目前已完成3万例
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治疗，其中房颤导管
消融超过2万例。

房颤咨询及专家预约热线：0531-
58196645

下期内容预告：房颤那些事——— 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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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 ,因熬
夜、烟酒过量、多食辛辣肥腻、工作压力大,有
时会出现：口臭、口苦口干、胃灼热痛、口腔溃
疡、肠燥便秘等症状 ,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上述症状可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
阴口香合剂，国药准字，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
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味地
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
泻火、行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口臭、咽干口苦、口舌生疮、齿龈肿
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一次30毫升,一

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消

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
致的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
口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要重视 治口臭口疮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
菌引起的甲感染。患了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
的环境和季节，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
指甲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愈
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发。灰指甲变形、发
黑(黄)让人难堪，更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健
康指甲，或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患者选药，
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国药准字药
品———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国药准字
H52020539)，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用于甲癣、手癣、足癣、体癣、头癣、花斑癣，并
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也用于疖、蚊虫叮咬、
手足多汗症。对真菌、细菌等均有效，还能软

化指甲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渗透。涂搽本品
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每天1~2次。简
单又方便，坚持治疗有信心。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头癣、花斑
癣、手癣、甲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2、用
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伊甲В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

激如烧灼感，或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5号

网址：http : / /gzwst .com .cn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

紧张就腹痛难耐，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

液、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慢性肠

炎(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

肠易激综合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

碱胶囊，质量标准起草单位，用于功能性腹

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

泻。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В 鞣酸苦参

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老年少儿均可使用。

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炎、

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1号

乙 类
OTC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少数人有

头昏、嗜睡、恶心等症状。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688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4号

网址:http://www.gzwst.org

甲 类
OTC

网址：http : / /www.gzwst.com 经销药店与下面伊甲相同

经销药店：济南：祥和堂药店(高新齐鲁软件园)、聚成阁连锁、平嘉连锁、好药师连锁、天马医保城连锁；济宁：广联连锁、明
珠连锁；烟台：燕喜堂连锁；威海：燕喜堂连锁、环翠楼大药房；潍坊：金通连锁、远东连锁 ;青岛 :医保城、国风、众生、成大方
圆、利群、丰硕堂、海王星辰、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经销药店：济南：三九连锁、祥和堂药店、聚成阁、漱玉、平嘉、海洲、立健、好药师、天马医保城；济宁：广联、漱漱玉、明珠；烟
台：立健、燕喜堂；威海：燕喜堂、环翠楼大药房；淄博：仁和堂；潍坊：金通、远东；青岛：医保城、国风、众生、、成大方圆、利
群、丰硕堂、海王星辰、同方、紫光、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甲 类
OTC

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易激综合征，请用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本品可刷医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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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委办公厅连续多年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被多
次评为无偿献血先进集体。8月15日上午，山东省委办公厅组
织开展“热血铸忠诚、奉献践初心”无偿献血活动。山东省
委办公厅党员干部职工踊跃报名，共有66人合计献血22000毫
升。

通讯员 韩京华 摄影报道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脑萎缩、帕金森是脑组织细胞受损、
萎缩、衰亡，脑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早期
症状为头晕健忘、流口水、行为异常、行动
迟缓、手足震颤；中晚期则痴呆、大小便失
禁、瘫痪，及早治疗尤为重要。

康脑丸是国家药监部门审批的国药
准字专业治疗药品。它精选广西高山五
指毛桃、牛大力、千斤拔、扶芳藤等多味
名贵壮药科学配伍，诸药合用，共同协
作，补肾益脾，健脑生髓。

康脑丸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原
文：“本发明药物具有补肾益脾，健脑生
髓功能，用于健忘头晕、倦怠食少、腰膝
酸软等症，即西医脑萎缩、老年痴呆、帕
金森等脑病。”

康脑丸为纯中药制剂，上市以来，
已成为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病、帕金
森的理想药物。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桂药广审(文)第2018110356号 专利号：ZL200510004868X

脑脑萎萎缩缩 帕帕金金森森应应及及早早治治疗疗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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