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孔茜 组版：李腾 校对：周治深

B04

体外药物敏感检测
为患者提供精准诊疗指导

谈及肿瘤不禁让人色变，病
痛的摧残让很多中晚期肿瘤患
者痛苦不堪。此时，如何选用最
优化的治疗方案则显得尤为重
要。药物治疗作为抗肿瘤临床治
疗的重要手段之一，虽为患者带
来诊疗希望，但长时间的药物治
疗容易产生耐药和毒副反应，导
致治疗失败。

“临床用药一般按照现有指
南，而靶向治疗仅仅针对已知靶
点，如果患者没有该靶点或突变
阳性，患者则没有办法在靶向药
中受益。”刘艳荣称，肿瘤是一种
高度异质性的疾病，同一病理类
型的不同个体肿瘤患者的生物
医学特性、药物敏感性、愈后等
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个体
化差异也造成了肿瘤治疗的复
杂化及不确定性。而受现有靶点

和靶向药物肿瘤的局限，仅仅采
用基因测序这种间接的检测方
式，很多情况下并不足以给出最
合理的用药方案。

为使患者获得“量体裁衣”
式的个性化诊疗方案，近年来，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病理科主
任技师刘艳荣带领团队成员，以
肿瘤组织类器官的抗肿瘤药物
敏感性检测技术为抓手进行了
细致研究。“目前该技术已部分
应用于临床，可检测出患者是否
存在耐药性，对何种药物有反应
等。”刘艳荣称，所谓敏感性检测
技术，是对患者肿瘤标本体外培
养、试药的过程，通过体外使用
抗癌药物，确定具体抑制肿瘤生
长的药物，一般3日左右即可开
具报告，可为患者后期用药选
择、用药剂量、降低药物毒副反
应等方面提供精准指导。

而针对肿瘤易复发、转移的特
点，不断优化成为了项目下一步攻
克的方向。“希望可以将患者的标

本进行冻存，如若患者复发可再
次进行药物测试。”刘艳荣说。

深耕恶性肿瘤医学领域
团队斩获省级项目扶持

如果说一个好的问题胜过
无数平庸的研究，那么选项立题
便显得格外重要。“针对肿瘤发
病率高、治愈率低、死亡率高等
难题，医学上虽一直致力解决，
但许多类型肿瘤的治疗效果仍
然不尽如人意，使肿瘤患者及其
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不堪重
负。同时恶性肿瘤高额医疗费用
也对医保基金产生较大压力。”
在刘艳荣看来，寻找直接、准确、
可靠的临床抗肿瘤药物敏感性
检测的技术方法，了解肿瘤发生
发展演变的本质，是突破性开发

新技术的有效途径。而颠覆现有
检测手段，依托突破性技术研发
帮助肿瘤患者精准治疗既是济
医附院肿瘤精准诊疗新技术研
发团队立题攻克的方向。

该项目通过建立临床相关
性高、检测周期短的新型抗肿瘤
药物敏感性检测体系，不仅可为
临床抗肿瘤药物敏感性的检测
提供快速、准确的技术手段，提
高恶性肿瘤治疗的有效率，延长
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降低不合
理用药造成的高昂费用，减轻患
者的经济负担和国家沉重的医
保负担。还可为临床前抗肿瘤新
药研发提供可靠的模型保证，显
著提高抗肿瘤新药研发的成功
率，为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更多
选择。

“目前，我们团队主要由优

秀中青年队伍组成，学术梯队建
设合理。”刘艳荣介绍，团队依托
济医附院病理科，现有博士研究
生学历7人，硕士研究生学历6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7人。齐鲁卫
生与健康杰出青年人才1人。专
业背景涵盖肿瘤学、病理学、药
理学、药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
物学、生物信息学、遗传学等多
个学科，可为从临床-细胞-动物
-分子的全链条式肿瘤技术研究
到实现转化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经过精细化的研究，
团队所申报的《基于肿瘤组织类
器官的抗肿瘤药物敏感性检测
技术的研究》已获批2020年度山
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
立项建设项目。其检测技术也已
部分应用于临床，为患者精准诊
疗提供有力支撑。

济医附院刘艳荣科研团队研发项目获省级扶持

精准检测助诊疗方案“量体裁衣”

随着肿瘤发病率的增长，如何实现精准化诊疗成为了诸多医学
人共同致力的方向。秉承以解决临床问题为目的，济宁医学院附属
医院病理科主任技师刘艳荣，坚持以肿瘤精准诊疗为立题方向，重
视研究的应用价值与创新性，与数名专职科研人员、在读研究生以
及医院相关研究领域的临床和医技科室的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组
成了肿瘤精准诊疗新技术研发团队，深耕肿瘤组织类器官的抗肿瘤
药物敏感性检测技术的研究。目前该团队所申报的课题不仅获批
2020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立项建设项目，其检测技
术也已应用于部分临床，为患者精准诊疗提供有力支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张勇 高爽

本报济宁10月14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田贺 范芹)
10月13日上午,微山县人民医

院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
中心(MMC)正式运营启动仪式
在综合门诊楼前举行，中心的成
立将进一步提升医院代谢性疾
病的综合诊治能力，使管理服务
水平迈上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的
新台阶。同时将为代谢性疾病患
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全方位、
个体化的疾病管理服务。

当日上午9时，济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峰，枣
庄市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费大
东，微山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

长郑安平，微山县人民医院副院
长王庆东、王洪敏、党委委员岳
宏以及各乡镇医院相关负责人
员到场参会。随着激昂的音乐响
起，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享受
着多姿多彩的生活的同时，也因
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原因，出
现大量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
病的人群。”微山县人民医院副
院长王洪敏表示，为满足群众对
就医质量和效率提出的高层次
需要，微山县人民医院积极创建
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
心项目(MMC)，旨在建立基于
物联网大数据的一站式、标准化

代谢性疾病综合管理平台，结合
数字化随访系统，开创代谢性疾
病诊疗管理新模式，使内分泌学
科成为代谢慢病管理前沿阵地，
并为国家代谢疾病患者提供统
一标准化的服务。

启动仪式后，专家们在康复
医学科会议室进行知识讲座和经
验分享。其中，微山县人民医院副
院长王洪敏就慢病管理经验进行
了分享、枣庄市立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费大东解读了《心之所向
肾之所往——— ESC2020 SGLT2i
研究新进》、微山县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主任李小娥讲解了《从ADA
指南更新看SGLT2i的治疗地位》。

本报济宁10月14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刘甜甜 )

为做好济宁市2020年学生常见
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
工作，近日，济宁市召开了全市
学校卫生工作培训会议。各县
(市、区)卫健局疾控科负责人、
疾控中心分管主任、业务科室
负责人及业务骨干等80余人参
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会上，济宁市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就目前学生常
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
预工作开展情况及中小学生体
检工作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就
学校卫生工作中的疫情防控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市疾
控中心学校卫生科科长王道桥
对《2020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和
健康影响因素与干预工作方
案》进行了详细解读，对学生常
见病监测范围以及监测学校的
选择、具体的监测内容和方法、
近视和肥胖等学生常见病的干
预工作以及监测工作中需要注
意的疫情防控工作内容进行了

安排部署。要求要提高认识、加
强质量控制，进一步增强做好
学校卫生项目工作的紧迫感和
责任感，将保障学生健康安全
放到应有的高度，认真学习有
关卫生工作的各项法律法规和
相关标准及规范，严格履行学
校卫生工作各项职责。

此次培训，有效指导了各县
(市、区)有计划、有目标的开展
学校卫生工作，对提升济宁市学
校卫生管理水平，增强学校传染
病防控能力，建立健全各项学校
卫生工作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切实做好学校卫生工作打下
了良好基础。

本报济宁10月14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贾祺祥) 近

日，济宁市疾控中心结核病防
制科联合健康教育科、团支部
组织志愿者宣传队一同开展结
核病防治宣传活动，进一步宣
传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提高
群众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动员全社会参与和关注结核病
防治工作。

活动中，工作人员积极向
社区居民宣传了结核病流行现
状、正确预防结核病的知识与
方法、国家免费政策以及法律

法规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辖区居民讲解结核病的常见症
状、传播途径及近几年结核病
现状及发病情况，并热情耐心
地解答居民提出的疑问。同时，
通过发放结核病防治宣传单向
公众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倡
导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强化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的意识，不断提升全民健康素
养，推进早日实现终止结核病
流行的目标。

本次活动共发放防治结核
病宣传手册、宣传单共300余份。
活动的开展，有效提高了社区
群众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的知晓
率和自我防护意识，为社区结
核病防控健康促进工作的深入
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济宁10月14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王正忠 杨

磊) 为切实满足参保人员的用
药需求，汶上县第三人民医院
在健康扶贫中充分考虑慢病、
重病贫困群众用药购药的实际
困难，开辟了一条购药“绿色通
道”，由贫困群众的签约“家庭
医生”第一时间送到患者手中。

“王大爷今年68岁，无儿无
女，下肢残疾行走不便，每次去
医院拿药都很不方便。”日前，
汶上县第三人民医院赵相燕家
庭医生团队专门来到与她签约
的北村贫困居民王大爷家中，
送去了他每天必吃的高血压、
冠心病的药物。

“目前南站街道共有贫困
人口两千余人，其中近六成患
有慢性病，甚至还有一些失能
失智的老人，对于上门服务这
方面的需求非常大。”汶上县第
三人民医院院长王正忠介绍，
送药上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诊
断明确、病情稳定，和家庭医生
签约的慢性病贫困群众。自开
展“送药上门”服务以来，既避
免这部分特殊人群去医院就诊
配药的来回奔波，同时又能将
交叉感染的危险性降到最低程
度。真正做到了把健康服务送
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心坎里。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微山县人民医院举行MMC正式运营启动仪式

标准化规范服务让患者更暖心

强防控、促提升，济宁市举办全市学校卫生工作培训班

多形式夯实学校卫生工作基础

结核病宣传进社区
提升群众防治知晓率

开辟购药“绿色通道”
为患者第一时间送家中

刘 艳 荣

(中)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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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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