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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头晕俩月竟是脑血管太“窄”
专家：全脑血管造影可排查很多脑血管疾病

“两个月来总是头晕，一直以
为是贫血，做了一个全脑血管造
影术，才发现是脑血管重度狭窄
所致。”近日，在德州市中医院脑
病科住院治疗的张先生说道。

德州市中医院脑病科副主任
医师李元民介绍：“患者张先生基
底动脉重度狭窄，导致头晕，并
且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我们为
其做了球囊扩张，然后置入支
架。术后头晕的症状缓解了。”

李元民介绍，全脑血管造影
术是一项神经介入手术，就是在
患者的手腕或大腿根部动脉进
行穿刺置鞘，进入导管打入造影
剂，动态下观察脑血管影像，可
以排查很多脑血管疾病，比如
脑梗塞、脑血管狭窄、动脉瘤、动
静脉畸形等。

“介入技术集检查与治疗于
一身，在血管评估、治疗及改善预
后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李元民说，脑血管病发病
4 . 5小时内是黄金救治时间，一
旦错过，不仅增加治疗难度，还有
可能危及患者生命。

“静脉溶栓越早越好，因为
溶栓的药物就是把血栓溶开，使
闭塞的血管再通，改善脑组织供
血，溶栓也有出血风险，随着时
间的延长其出血风险就会增高。
如果距离发病超过4 . 5小时，但
是在24小时内，可以进行动脉内

溶栓或拉栓治疗，即行全脑血管
造影术进行血管内介入治疗。”
李元民说，一旦发现患者有口角
歪斜，肢体乏力，言语含糊不清，
应尽快送医治疗。

“高血压是脑血管疾病发作
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控制好血
压至关重要。”李元民说，除了控
制好血压外，还要戒烟限酒、降
低胆固醇的摄入量，糖尿病患者
还要控制好血糖值。 (李婷)

宁津县中医院

成为全省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

近日，山东省残联公布
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
务机构名单，宁津县中医院
入选。

近年来，宁津县中医院
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作
为一项长期的重点扶贫、救
助工作来做，严格规范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机构评定
工作，确保残疾儿童康复质
量和效果。

宁津县残疾人康复托养
中心是宁津县2017年十大民
生工程之一，由宁津县残联
和宁津县中医院共同建设完
成，宁津县残联负责基础设
施建设和康复设备配置，宁
津县中医院负责提供医疗技
术支持和康复理疗服务。符
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可以每年
接受10个月的免费康复理疗
服务。

宁津县残疾人康复托养
中心于2018年5月18日正式投
入使用，中心建筑面积3000
平方米，总投资800万元。康
复中心设感统训练室、物理
因子治疗室、言语认知治疗
室、中医治疗室等20个治疗
科室，住院部设40张床位，主
要针对0至17岁残疾儿童开
展理疗，集生活技能锻炼、康
复教育、文体娱乐、心理疏导
等多功能于一体，让更多残
疾儿童享受精准康复服务。

在康复中心里，除了传
统的医疗手段外，残疾儿童
还可以学习“认钱”“花钱”、
学习“过马路”“逛超市”、玩

“过家家”，这些训练科目，可
以让智力缺陷的孩子慢慢掌
握一些基本生活技巧，以提
高他们理解、认知和社会交
往的技能。截至目前，宁津县
共有70多位残疾儿童接受了
免费康复理疗，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张涛）

近日，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印发《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早癌
筛查优惠活动实施方案》，定于
2020年1月—2020年6月推出早
癌筛查优惠活动，以提高德州
市肺部结节、消化道早癌、宫颈
早癌检出率，减轻患者疾病治
疗的经济负担，延长癌症患者
生存期。

据了解，肺结节筛查地点为
门诊三楼胸外科门诊。参加活动
的市民将享受肺部低剂量螺旋

CT扫描120元(仅限高风险人员
的初次筛查，不包括复查患者及
住院患者)的优惠价格。筛查人
群年龄需大于40岁；主、被动吸
烟史，吸烟指数≥20包/年；有肺
结节的家族史或其他肿瘤病史；
有肺部慢性感染性疾病病史；有
害气体、粉尘的职业接触史，或
长期暴露于污染的环境中；既往
曾经发现肺部小结节。

消化道早癌筛查地点为门诊
楼三楼内窥镜室。优惠价格如下：

胃镜400元、肠镜400元、胃+肠镜
750元、无痛胃镜950元、无痛肠镜
1000元、无痛胃肠镜1200元(仅限
高风险人员初次筛查，不包括复
查患者及住院患者)。筛查人群
包括：年龄≥40岁；HP(幽门螺
旋杆菌)感染者；既往有慢性萎
缩性胃炎、胃息肉、手术后残胃、
肥厚性胃炎、恶性贫血等癌前疾
病；食管癌胃癌一级亲属；存在胃
癌其他风险(如摄入高盐、腌制饮
食、吸烟、重度饮酒等)。

此外，结直肠癌的筛查人群
包括：年龄≥45岁；既往结直肠腺
瘤史；既往有结直肠癌手术史；结
直肠癌或结直肠腺瘤一级亲属；
反复发作炎性肠病病史。

宫颈癌筛查项目的筛查地
点在门诊三楼妇科门诊。优惠价
格：妇科检查10元、TCT检查40
元(仅限高风险人员初次筛查，
不包括复查患者及住院患者)。
咨询电话：0534-2488118。

(高宇)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启动早癌筛查优惠活动

众所周知，心脏支架一旦
进入人体后就要终身携带，这
让一些患者特别是年轻的心脏
病人产生担忧。近日，德州市人
民医院心内科成功完成“冠状
动 脉 生 物 可 吸 收 支 架 ”置 入
术。“此次置入的支架在支撑
起患者狭窄的心脏血管后，缓
慢降解，最终在患者体内转化
为二氧化碳和水，恢复血管弹
性，3年内可消失的无影无踪。”
德州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李
克清说。

4 4岁的患者李先生因胸
疼、胸闷来市人民医院就诊。经
过心脏冠脉造影检查显示，前
降支近端严重局限性狭窄，无
钙化、无扭曲，需要进行心脏支
架置入术。考虑患者比较年轻，
患者及家属不想采用传统支

架，心内科专家团队反复商议，
认为李先生使用生物可吸收支
架是最佳选择。该支架采用在
人体内可降解吸收的聚乳酸材
质制成，支架携带药物，通过药
物缓释抵御血管再狭窄，最终
降解并完全被组织吸收，使血
管结构功能恢复。

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
李克清带领团队顺利将生物可
吸收支架精准输送到病变部
位，进行释放。最终支架贴壁良
好，血管狭窄消失，术后李先生
胸闷、胸痛症状消失。生物可吸
收支架是冠心病介入领域的第
4 次技术革新，体内不留“痕
迹”，保持血管原有弹性，减轻
患者支架置入后的异物感。

“与传统支架相比，生物
可吸收支架在血运重建和安

全性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支架
降解后患者血管基本恢复至
原位血管的弹性，实现‘血管
再造’,避免金属置入和残留。”
李克清说。

但生物可吸收支架也有局
限性，不适合病情复杂的冠心
病患者，如血管不能很好扩张、
血管非常扭曲钙化等。目前，该
技术在国内很多大医院均已开
展。此次生物可吸收支架在市
人民医院成功应用，对于广大
冠心病患者，尤其是年轻患者，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患者将不
必再往北京、上海等大医院跑。
未来可吸收支架在该院心内科
将被广泛应用，这也意味着该
院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迈上一
个新台阶。

(李梦娇)

德州市人民医院成功实施

首例“冠状动脉生物可吸收支架”置入术

为方便德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及周边孕妈 妈 就 诊 ，1 月 6
日，德州市妇幼保健院东院区
产科专家门诊正式开诊。凡到
(东院区 )产科门诊就诊并建档
的孕妈妈均可获赠孕期营养体
重管理一次。

“平时上班请假比较难，现
在直接在单位附近就诊非常方
便，省去了往返市区的奔波，
而且医院就在家门口，我想咨
询 的 专 家 也 都 可 以 提 前 预
约。”家住德州绿城百合花园小
区的王女士走出产科诊室说。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东院
区产科专家门诊共派出5位主
任医师，在不同时间段专门为
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周边的孕

产妇服务。产科知名专家丰富
的经验，精湛的技术，规范的
管理，细心的解答，将陪广大
孕产妇轻松愉悦地走过整个
孕期。

出诊专家及时间安排：
王万玲 周三上午
主任医师 副院长
田翠平 周四上午
主任医师 产科主任
陈玲玲 周二上午
副主任医师 产科副主任
刘春晓 周五上午
副主任医师 产科副主任
王桂杰 周一上午
主治医师 产科副主任
地址：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东院区五楼 (德州市经济开发

区康博大道与天衢路交界十字
路口向北200米路西)

预约电话：0534-2361881
服务时间：8：0 0 - 1 2：0 0，

14：00-17：30
微信预约：关注德州市妇

女儿童医院微信服务号。
支 付 宝 预 约 ：在 支 付 宝

A P P 搜 索“德州市妇幼保健
院”，进入预约平台。

自助机预约：持德州市妇
幼保健院医卡通在自助机上进
行预约。

另外，德州市妇幼保健院西
院区产科专家门诊接诊仍在进
行中，欢迎广大孕产妇合理选择
院区就近诊疗。

（李红）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东院区产科专家门诊开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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