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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联合会诊
首日即看诊20例

“这个不是高危，可增加两
个月的随访……”28日下午2
时，在金乡县人民医院肺小结
节门诊内，来自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心胸外科、CT室、
血液及肿瘤综合治疗科等多名
专家围坐于电脑前，根据患者
肺结节影像学表现，并结合患
者有无吸烟、肿瘤家族史等高
危因素和临床症状进行逐一综
合评估。

“像磨玻璃结节影等，即高
度怀疑肺癌症状。”金乡县人民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丁雁
启主任称，并非所有肺小结节
都是癌症，所以精准诊断就显
得尤为重要。仅单学科看诊，以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业为例，
主要是查看结节的外观、形态、
大小，患者有没有危险因素等。
而多学科会诊则可以打破学科

壁垒，集合各专业高级技术力
量，对肺结节良恶性进行细致
分析、评估后出具专家组处理
意见，为患者提供更加规范化、
一体化、精准化的诊疗方案。

“开诊首日已为近20名患
者进行了联合会诊，其中可疑
阳性患者5例，需要进行手术
患者3例。”金乡县人民医院副
院长贾锋称，当日经过大量数
据分析、影像分析、病情梳理、
多学科协作研讨等，现场即为
大部分患者出具了诊断，制定
了个体化治疗与定期跟踪随
访方案。而针对疑难病例，医
院将及时上传影像资料与中
国科学院肿瘤医院牟巨伟教
授、山东省肿瘤医院黄伟教
授、黄勇教授及山东省立医院
张林教授进行远程会诊，为疑
难病例患者制定最佳的、个体
化、连续性治疗方案，减少患
者不必要的检查和避免过度
治疗造成的医源性伤害及医
疗资源的浪费。

每周三前预约
即可进行多学科会诊

众所周知肺癌是堪称“第
一大恶性肿瘤”，其中晚期患者5
年生存率低于5%。如若早期发
现，经治疗后生存率可达90%以
上。为此，早筛查、早诊断、早治
疗，即成为降低癌症发病率和
死亡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
有效途径。

“肺部结节多为体检时偶
然发现，大多无典型症状，分布
于肺内的各个部位，多为单个，

也有多发的情况，有少部分肺
结节发展为肺癌。”金乡县人民
医院CT室主任赵冬称，为进一
步提升肺小结节精准诊断能
力，医院特引入“肺结节人工智
能辅助诊断系统”进行检测，依
托大数据对结节密度、位置、良
恶性程度进行分析并标注。特
别是对5毫米以下，人眼难以识
别的微小结节予以精准捕捉。
可为后期人工干预、多学科会
诊提供科学指导。

“凡被确诊为(疑似)肺小结
节的患者，可提前预约每周三
下午的肺小结节门诊进行多学

科会诊。”金乡县人民医院胸外
科主任李刚介绍，患者仅需挂
一次号即可见到多个学科专
家，真正使患者“一站式”获得
明确诊断及最佳诊疗方案。而
针对肺的原位癌和小的浸润腺
癌患者，凡适合手术指征的，胸
外科可通过微创手术予以治
疗，术后患者无需化疗、放疗即
可达到治愈效果，切实提高了
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截至
目前，已成功开展了肺结节微
创手术200余例，其中精准肺段
切除60余例，多形式为患者健康
保驾护航。

金乡县人民医院肺小结节门诊开诊，多学科专家齐把关

患者“一站式”获得明确诊断

继金乡县肺结节诊疗中心落户金乡县人民医院后，10月28日，金
乡县人民医院肺小结节门诊正式开诊，依托多学科优势，联合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心胸外科、CT室、血液及肿瘤综合治疗科等各科专
家进行多学科会诊。同时，针对疑难病例还将以远程会诊的方式，与
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及山东省立医院专家共同研
讨诊疗方案，切实为肺结节患者提供更专业化、精准化、规范化和全
流程、全方位的“一站式”诊疗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孔茜
李锡巍 通讯员 孟丽

多学科联合会诊，并出具专业意见。

本报济宁1 0月2 9日讯 (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褚良真 )

日前，为更好地发挥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在无偿献血宣传、组
织、动员工作中的作用，使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工作进一步规范
化、制度化，济宁市中心血站召
开了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座谈
会。市中心血站党总支书记、站
长孔凡生出席座谈会，体检采
血科、血源管理科和邹城采血
点相关负责人，及 1 4名济宁市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各分会
负责人、代表齐聚血站，交流分

享志愿服务经验，探讨志愿服
务的发展方向。

座谈会上，各分会负责人、
代表依次汇报了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在本县市区的发展情况，
以及分享好的经验做法、提出
各自的不足，并对未来志愿服
务工作的开展提出意见，表示
要向有经验的兄弟县区交流学
习。

据悉，早在2009年成立的济
宁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成
员大多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获得者，他们常年坚持在各县市
区的采血点、街头闹市区、乡镇
集市等积极宣传无偿献血，并组
织、动员当地爱心群众及团体参
加无偿献血，是济宁市无偿献血
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济宁市中心血站党总支书
记、站长孔凡生向无偿献血志愿
者们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感谢志
愿者们的辛苦付出 ,肯定了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在无偿献血
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
示，在疫情常态化的新形势下，
无偿献血工作任重道远，血站在
保障血液质量安全可靠的前提
下，持续不断地壮大无偿献血者
队伍是将来的重点任务。未来将
按照《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管理办
法》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开展志
愿服务培训，进一步强化服务意
识，提升志愿者的归属感和荣誉
感，引导社会加深对志愿服务的
理解和认识，培养打造一支能力
强、范围广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队
伍。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张格红 张敏)
“健康扶贫”是一项有温度的民

生工程、生命工程和幸福工程。为
使辖区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汶上县
杨店医院在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郑
磊的领导下，开展了全方位、多层
次的“健康扶贫”活动。

自健康扶贫工作实施以来，医
院从改建装修病房、改善院容院貌；
优化就医流程、规范医疗护理质量、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应急管理
水平；购置先进医疗设备等方面着

力提升健康服务能力、健康扶贫政
策体系和辖区群众健康水平。

一直以来,该院坚持以健康扶
贫为载体,依托“互联网+”医疗服
务基本完成了家庭医生签约、远程
医疗、健康扶贫信息互通共享，使
健康扶贫政策延伸至家庭。组成了
15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定期为全
镇“两病”、慢性病贫困患者及失
能、半失能人员提供精准化、精细
化送医送药等上门服务。此外，对
因病返贫人员和65岁以上老年人
每年开展至少一次免费健康查体，
实时掌握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医院还依托“互联网+精准健
康扶贫”信息系统，完善了住院“先
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优质
服务流程，落实了贫困人口“两免
两减半”，住院费用医疗机构减免
等普惠政策，切实提高贫困患者享
受政策的精准度和便利性。通过采
用悬挂公式栏、入户发放明白纸、
音响喇叭、微信群、LED显示屏等
多种渠道，着力提高服务覆盖率。
使健康扶贫政策特别是针对贫困
患者的优惠政策，普及到广大贫困
户手中、家中、心中，以实际行动营
造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良好氛围。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
(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何双胜 ) 近日，为全面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就诊
环境，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
健院团总支组织广大青年
团员开展全院卫生大扫除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各部室青年
团员志愿者充分发挥青年
先锋作用，戴上口罩、拿起
扫帚、簸箕、抹布等劳动工
具，对院区内吹散的树叶、
塑料袋、纸屑等垃圾进行清
扫。从办公区、病房、走廊到
院落、花池、绿化带，从停车
位到人行道都进行了彻底

清理，并实行全面消毒。此
次全院卫生大扫除志愿服
务活动，从细节入手清除卫
生死角，有效遏制了病毒的
传播蔓延，减少了垃圾滋生
病菌的危害。经过大家的互
相协作和共同努力，所到之
处干净整齐、焕然一新。

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
通过本次团总支组织的大
扫除活动，不仅推进了医院
环境卫生的改善，提高了就
诊患者的就医感受，还增强
了青年团员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提升了大家的防护意
识和责任意识，为疫情防控
工作常态化管理打下良好
基础。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
(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贾婷婷) 为全面做好应对
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深入推进医院感染管
理，落实全体医务人员标准
预防措施，近日，汶上县次
邱卫生院按照《医院感染管
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开展
了院感防控重点知识培训
和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此次培训内容包括医
务人员手卫生、清洁消毒技
术规范、医疗废物的合理处
置等。培训结束后，在医院
发热哨点门诊还开展了疫
情防控应急演练，对消毒液
的配置，消毒流程和相关登

记、正确佩戴口罩、穿脱防
护服、发热患者处置等进行
了现场演练。医院相关负责
人在演练中强调，要切实发
挥“基层哨点探头”作用，重
点履行发热患者的排查、登
记、报告和转诊等职责。此
外，院感领导小组还对医务
人员进行了理论知识闭卷
考核和实际操作考核。

据了解，本次培训共有
90余名医务人员参加，开展
培训旨在提高医务人员的
感染防控意识和能力，营造

“人人是感控执行者和责任
人”的浓厚氛围，为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打下坚
实基础。

爱在无偿献血，爱在志愿服务
济宁市中心血站召开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座谈会

汶上县杨店医院健康服务进村入户

健康扶贫为贫困群众铺就健康路

塑造医院“洁齐美”

助力疫情防控常态化

强化院感培训
提升防控能力


	H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