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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焦守广

12月19日至20日，中国中医
药信息学会宫氏脑针研究分会
2019年会在济南举行。为积极响
应国家医疗精准扶贫号召，宫氏
脑针发明人宫长祥倡议并联合
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共同发起
宫氏脑针全国儿童脑瘫救助计
划大型公益活动，计划2020年在
全国免费救治1000名脑瘫儿童。

在2019年宫氏脑针研究分
会年度专题报告中，北京中医药
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药信
息学会宫氏脑针研究分会会长
周立群介绍，脑针是宫氏脑针发
明人宫长祥在长期临床实践中
创立的一套诊疗技法，通过对神
经调衡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对比
传统针刺主要着眼于肢体刺激，
该疗法将治疗重点转到中枢神
经上，开辟了一条中医治疗的新
思路。

报告指出，作为一种新型治

疗方式，脑针的显著特点是创伤
小、痛苦少、费用低、疗程短。该
疗法利用中西医相结合的原理，
走出传统意义上“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的模式，实践中由初期
以诊治脑瘫儿童为主，逐渐发展
到现在能治疗内科、骨外科、儿
科、妇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
疾病。

据了解，脑针疗法自2015年
8月实施推广以来，因其较高的
治愈率及良好的医风医德，得到
广泛认可。为使脑针疗法更好造
福群众，宫长祥采取多种教学方
式，已举办高研班共43期，还举
办公益班、初级班等，培养学生
(学员)近万名，包括登记在册的
学生8600人。他们分布在全国21
个省(市、自治区)，是脑针疗法
的临床应用者。据初步统计，应
用者与社会受益者已达30余万
人。

申请公益救助可登录宫氏
脑针医学官网，或拨打负责人刘
老师电话：15563362170

带状疱疹很多人都听过，
可你知道吗？如果疱疹消除超
过三周疼痛未除，那就可以断
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四五
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很容易“中
招”，是困扰中老年患者的顽
固性疼痛之一。

带状疱疹是一种常见皮肤
病，患者病变皮肤出现簇集成群
水疱，在身体单侧周围神经呈带
状分布。不仅影响美观，而且经
常会让患者疼到痛不欲生。皮疹
愈合就结束了吗？事实证明，并
非如此简单，它还会有后遗
症——— 神经痛，神经痛或有异物
感就是最常见的症状。

随着年龄的增长，带状疱
疹引发后遗神经痛概率越高，
并且年龄越大，神经痛越重，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青
岛天道中医门诊部主任于华芬
提醒，如果出现带状疱疹需要
尽快就医，别等病情加重或溃
烂造成的疤痕结节包藏着病毒
难以清除，增加以后治疗的难

度造成长期难以愈合。
带状疱疹有三个典型的特

点：一，疱疹和水痘；二，宽度在
10-30厘米在身体单侧发作；三
神经痛和异物感等，在发病前或
伴随皮肤损害出现，甚至后遗神
经痛。患者有明显的持续性烧灼
痛，并出现闪电样、或撕裂样的
剧痛，轻微地触碰会引起疼痛发
作，有时不刺激也会突然发作，
有的患者常常不敢穿衣，整夜痛
地睡不好觉。

也有极少不出疱疹和水痘
的被称为无疹型带状疱疹，往
往被误诊而贻误治疗，造成后
遗神经痛。极个别的跨中线或
跨好几个神经带的，常规治疗
难度较大。

距离春节还有一个月的时
间，为帮助广大患者早日改善或
消除症状，缓解痛苦，天道中医
近期开展节前“祛痛过大年”活
动，省内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
者拨打健康热线15694407776咨
询治疗，可享优惠。

本报济南12月23日讯(记者
张如意 通讯员 张子龙)22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民间
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我省的
困难群众们也体会到了社会的
关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
温暖地度过这个节日。

22日11点30分，山东威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百尺所村
的老人在村里的幸福院，吃上了
热气腾腾的饺子；12点左右，山
东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
特困老人韩宝强家，承接政府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家政公司工
作人员给老人端来热气腾腾的
饺子。同一时间，日照五莲义工

联合会的二十多名爱心志愿者
们来到五莲县石场乡敬老院，给
老人们表演好看的文艺节目。

近年来，山东省民政厅为
了让鳏寡孤独的特困群众得到
及时关爱，全省各地都在实行
着一项“暖冬行动”。新泰市
志愿者开展的“家庭成长计
划”，给低保家庭孩子改善房
屋，安装家具，让孩子度过一
个温暖的冬天。滨州沾化民政
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正在启动为期三个月的“暖冬
行动”。聘请社会组织和专业
社工对4 8名开展结对帮扶活
动。12月13日,滕州市“温暖一

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及时为
困难群众发放物品价格临时补
贴，截至目前已发放250余万元。

2019年，山东民政深化“阳
光救助，温暖救助”的理念，用爱
去点亮困难群众的每一天。山东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山东率先提出了
全面统筹社会救助体系的方案，
努力把困难群众的保障网织得
更有密度；出台社会救助“放管
服”指导意见，率先全面试点下
放社会救助审批权，审批时限压
缩到20天以内，社会救助更有速
度；创新实施分散特困人员“五
有”服务，社会救助更有温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徐昕 董自青

12月17日上午，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附属济南妇幼保健院揭
牌仪式在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
医科大学校长宁光，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常务副书记韩金祥，济南
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效
恩，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张运
利共同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

属济南妇幼保健院揭牌。
张运利表示，济南市妇幼

保健院将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做好医、教、研的深入对接，推动
医校全面协调发展，共同打造妇
幼健康人才培养新高地。同时，
医院也会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在济南市卫健委的坚强领导
下，紧紧依托附属医院的平
台，自我加压，自主创新，真
正实现由“院名”到“内涵”
的变化和发展，努力为全市乃至
全省的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提供新动能。
下一步，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将按照医学高等院校附属医院
的相关要求，始终定位“全国
一流、全省领先”的发展思路
和定位，高标准建设，规范化
管理，优化学科布局，促进教
学融合，强化基础研究，加强
技能实践，深化科技攻坚，推
动人才培养，更好地为全省乃
至周边千万妇女儿童健康保驾
护航，为健康中国、健康山东战
略做出更大贡献。

宫氏脑针脑瘫救助计划启动
2020年免费救治1000名脑瘫儿童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为啥难愈

山东各地启动暖心活动
助困难群众“温暖一冬”

山一大附属济南妇幼保健院揭牌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近日，山东青

年政治学院 6 8 8名

爱心师生参加无偿

献血，奉献爱心，献

血量高达242000毫

升，献血人数和献

血 量 均 创 历 年 新

高。

本报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韩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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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桥+介入

创新式联合手术

2008年10月的一天，77岁的李
先生捂着胸口来到山东省胸科医
院就诊。冠脉造影显示，李先生的
冠心病非常严重和复杂，“冠脉左
主干80%狭窄，前降支近段95%狭
窄，右冠状动脉次全闭塞。”张春盛
介绍，不仅病情复杂，患者的身体
状况也非常差，患糖尿病已6年，有
很长的吸烟史，心肺功能都不太
好，治疗困难。

按以往治疗思路，植入支架风
险非常大，且远期效果不佳；如果
进行心外科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患
者高龄难以耐受，并易造成严重的
并发症。面对如此高龄的危重冠心

病患者，心内科张春盛团队和心外
科同事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举
动，综合心脏内外科治疗优势，制
定冠心病一站式杂交手术治疗方
案，心外科的搭桥手术和心内科的
介入放支架同期完成。这台“搭桥”
+“介入”手术仅用两个多小时。手
术拔出气管插管后，李先生的心绞
痛消失。

山东省首例一站式心脏杂交
手术的成功，为病情严重、复杂的
冠心病患者找到了一条既降低费
用又减少风险的治疗新途径。

每周都会走进社区

进行义诊

从1984年山东医学院毕业至
今，张春盛与“心脏”已经打了整整
35年交道。

张春盛参与了山东省胸科医
院心内科的创建工作，并于1998年

开始担任心内科主任，先后开展了
纤维心包镜检查、急性心肌梗死溶
栓治疗、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
支架植入术、心脏电生理检查、心
律失常射频消融手术、临时起搏器
安放术、永久起搏器植入术、二尖
瓣狭窄球襄扩张术、先心病封堵术
等介入手术。

2006年，张春盛在全省率先与
基层医院合作开通了心肺绿色通
道，急诊手术抢救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严格将D-to-B控制在90分钟
内，先后完成了近千例急诊PCI，取
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并被推广，并由
此获得第六届中国医师奖。

临近耳顺之年，57岁的张春盛
仍然奋战在临床一线。如今，他将
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基层和科普之
中。张春盛每周都会走进社区进行
义诊，他还建立了微信科普群，为
群友提供免费咨询，定期发布心脏
保健知识。

张春盛，1984年毕业
于山东医学院。心血管内
科专业硕士，山东省胸科
医院心内科主任、主任医
师，荣获中国医师奖、山东
省胸科医院十大名医称
号。擅长各种急慢性胸痛
诊断与治疗、心包积液诊
断与治疗、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心
力衰竭诊断与治疗、肺血
管病肺心病治疗、各种肺
部疾病诊断与治疗。

胸医名家

山东省胸科医院心内科主任张春盛

从医35年，为患者托起“心”的希望

心脏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之
一，它不知疲倦地为我们全身送
去营养与血液。一旦心脏停止跳
动，生命也随之终止。在山东省胸
科医院，有一个与“心脏”打交道35
年的人，他就是山东省胸科医院
心内科主任张春盛。

35年里，他先后开展冠状动脉
支架植入术、先心病封堵术、山东
省首例一站式心脏杂交手术等。
他还率先与基层医院开通心肺绿
色通道，完成了近千例急诊PCI手
术，挽救无数患者生命同时被广
泛推广，并由此获得第六届中国
医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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