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中医特色门诊
优化优势病种诊治

“中医科涉及到内科、妇
科、儿科、肿瘤等各科疾病，尤
其以慢性病，内科系统疾病为
主。”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
医科主任医师、主任杨际平介
绍。中医科创建于1955年，目
前开设中医肿瘤、中医肺肾
病、中医心血管、中医糖尿病、
中医妇科、中医脾胃病、中医
外治、中医无饥饿减重门诊、
中医痹病等特色门诊。

在临床工作中，科室始终
坚持以“中西医结合为基础，
特色专科门诊，专科专病病
房”的医疗模式，发挥中医优
势，开展艾灸、穴位贴敷、耳穴
压豆、穴位注射、中药熏蒸、中
药灌肠、自血疗法、中医无饥
饿减重等特色技术，在治疗多
种常见病、慢性病、肿瘤、各种
疼痛、多种皮肤病、胸腹水、冠
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等疾病取
得了可喜的效果。

中医肿瘤门诊是中医科
最受欢迎的特色门诊之一。
2008年成立至今，科室已形成

完整的中医肿瘤治疗思路及
方法，运用传统中药口服及穴
位外敷、艾灸、针刺等治疗手
段，有效缓解放化疗造成的毒
副反应，起到减毒增效的作
用，延长晚期患者带瘤生存
期，达到肿瘤绿色治疗的目
的。“对肿瘤术后患者来说，中
医治疗可以帮助患者进行良
好的术后恢复，为后续放、化
疗提供基础条件。另一方面，
肿瘤化疗患者在化疗的同时，
辅以中药内服、穴位贴敷等特
色疗法可以减轻化疗引起的
恶心呕吐、肢体麻木等症状，
促使化疗平稳进行。”杨际平
说。

在中医科，中医药辨证施
治治疗心血管病也有其独到
之处。“对于冠脉支架置入术
后再狭窄及不适合冠状动脉
支架置入术、冠状动脉搭桥术
的患者，不妨试试中医治疗。”
杨际平说。中医心血管门诊针
对顽固性心衰、顽固性心绞
痛、心肌梗死后康复及冠心病
合并糖尿病、慢性肾病、肺心
病等疑难复杂疾病的中西医
治疗方面，具有独特的诊疗特
色和优势。

禁食减肥还不挨饿
推广无饥饿进食疗法

10月9日，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中医无饥饿减重门
诊”开诊，引进无饥饿禁食疗
法特色技术，帮助肥胖人士科
学减肥。“肥胖可能引发糖尿
病、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
高尿酸、痛风、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等一系列衍生疾病。”杨
际平说，无饥饿禁食疗法不止
是治疗肥胖和体重控制，还适
用于治疗多种疾病，例如脂肪
肝、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等。

16岁的少年小王是中医
科减重门诊的第一批患者。入
院时体重150公斤，因体型肥

胖，身体各项指标异常。经过
无饥饿禁食规范化治疗3天
后，体重降至287斤，禁食疗程
结束后，体重降至280斤，共减
重20斤。“在治疗性禁食疗法
基础上，无饥饿禁食疗法可根
据禁食期间易出现头晕乏力、
精神不振及明显饥饿等不适，
通过中医辨证治疗，减轻患者
的饥饿感、头晕、疲倦乏力等
症状。”杨际平说。通俗一点
讲，就是在减肥期间，不吃东
西，并注射左旋肉碱让脂肪进
一步燃烧，再喝特制的中药消
除饥饿感，帮助病人轻松禁
食，迅速减重。

长期肥胖者，糖尿病发病
率明显增高，肥胖与糖尿病

“密不可分”。“糖尿病前期往

往只表现为血糖轻微升高，没
有症状或仅伴有轻微口渴、乏
力等症状，但此时机体已经出
现胰岛功能受损和糖调节功
能异常。中医治疗可以使40%
的糖尿病前期病人转为正
常。”杨际平表示。中医科糖尿
病门诊创立了治疗糖尿病前
期的有效方案，通过中药治疗
并配合养生保健、饮食调节等
方法，恢复胰岛功能，降低了
糖尿病发生的风险。

“根据糖尿病及糖尿病前
期中医的发病机制不同，科室
研发了降糖Ⅰ方、降糖Ⅱ方、
降糖Ⅲ方。”同时，配合研制降
糖方、益肾降糖方、明目降糖
方等特色处方，针对糖尿病并
发症，也取得了不错的疗效。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中中医医中中药药，，肿肿瘤瘤治治疗疗有有““绝绝活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褚思雨 通讯员 胡安国 徐廷蕊

“在中医科，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肿瘤、
心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作为全国和全省综合医院中
医示范单位，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经过64年的传承和积
淀，先后开设了中医肿瘤、中医肺肾病、中医心血管等9个特色门
诊，针对慢性病、糖尿病调理、颈肩腰腿痛以及冠脉支架术后再
狭窄等心血管疾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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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城区妇幼保健院进入“扫码就医”时代

方方寸寸之之间间，，感感受受就就诊诊新新体体验验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褚思雨 通讯员 刘茂龙 徐
念川）“王大爷，我来给您量血
压了。”4日上午，汶上县苑庄镇
卫生院的杨蕊家庭医生团队按
照惯例来到苑庄镇南陈村王道
旭老人家中，为老人量血压、测
血糖，询问其身体状况，并开展
健康指导。

原来，王道旭老两口都是高
血压患者，自国家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实施以来，两位老人就被苑
庄镇卫生院划入重点人群管理
对象。每次上门问诊，杨蕊家医
团队不仅要对王道旭老两口进
行简单体检，还要进行饮食、用

药方面的询问，综合评估居民的
身体状况，为家庭和个人提供安
全、方便、有效、连续、经济的基
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开展家庭医生团队随访
贴心服务是该镇卫生院权利
做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与
居民面对面的交流不仅能够
普及健康知识，增强群众的健
康保健意识，还能更加充分了
解服务对象的真正需求，对于
进一步提升群众服务满意度，
改善医患关系有着积极的促
进作用。

家庭医生勤上门，暖心随访关爱到家
本报济宁 1 1月 7日讯

(记者 褚思雨 通讯员
何双胜) “今后，来任城区
妇幼保健院看病也不用带
实体就诊卡了，一部手机
即 可 扫 码 就 医 ，方 便 得
很！”近日，任城区妇幼保健
院上线居民电子健康卡，标
志着任城区妇幼保健院信
息化建设实现新突破，“互
联网+医疗健康”迈上新水
平。

为方便患者就诊，任城
区妇幼保健院将电子健康
卡融入医院信息系统平台，
患者仅需通过手机上的“电
子就诊码”就能在该院完成
充值、预约、挂号、查询报告
单、扣费、退费等就诊全过

程，为老百姓就医带来新体
验。电子健康卡是国家卫健
委为适应“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形势要求，强力推
进的一项基础性、创新性工
作，对于解决“一院一卡、重
复发卡、互不通用”问题，以
及促进信息互联互通、优化
诊疗流程、改善就医体验等
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健康卡不是实体
卡，它以“二维码”的形式呈
现，每个人有专属二维码，
以身份证为卡号，关联个人
健康服务信息，为患者提供
健康咨询、预约诊疗、诊间
结算、移动支付、结果查询、
信息推送、随访跟踪等健康
服务。整个流程的健康医疗

信息都可以通过电子健康
卡实现自助管理，电子健康
卡还可以实现异地就医，随
时读取全部诊疗信息，既方
便又快捷。居民看病实现

“一码通”，极大简化了就诊
流程，最大程度的让数据多
跑路，百姓少跑路，提升老
百姓就医体验。

近年来，任城区妇幼保
健院坚持以人民健康为核
心，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
显著成绩，不仅促进了医院
诊疗业务的规范化、标准
化，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化
建设，真正为老百姓提供了
全流程信息化的医疗服务
新模式，提高了患者的医疗
健康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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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褚思雨 通讯员 田贺） 5日，
微山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正式揭牌运营，以全新的环境、
全新的面貌，全新的服务，开启
服务微山居民健康管理事业的
新篇章。

微山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是全县首个集“体检、评估、
管理、医疗、服务”为一体的“医
检分离、一站式”健康管理(体检)
中心。工作面积2000余平方米，设
有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检
验、放射科、超声、CT等多个检查
专业，由医院知名专家，高资历
医师组成专业一流的规范技术
团队，中心拥有金山磁控胶囊胃
镜、德国西门子16排螺旋CT机、
万东DR医用X射线摄影系统及

新一代美国GE高端彩超、骨密度
分析仪、幽门螺旋杆菌检测仪、
动脉硬化分析仪、人体成分分析
仪等高精尖设备，保证了健康查
体的准确性、权威性和高端性。
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健康管理软
件，自动生成健康评估建议和终
生个人电子化健康档案，使体检
结果更加准确、体检项目更加齐
全、后续服务更加完善，将为全
县人民提供专业、细致、温馨、周
到、全程的健康管理服务。

通过信息化手段，健康管理
中心的检验报告与微山县人民
医院本部互联互通，同时健康管
理中心采用全新设备、星级酒店
式环境、优秀专家团队、主任医
师级别主检，让微山居民享受

“城市”级优质健康体验服务。

微山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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