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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炒菜颠勺竟致骨折

德州市中医院“骨水泥”为患者“撑腰”

近日，66岁的张女士因胸椎
骨折在德州市中医院顺利完成
了椎体成形术治疗。令人惊叹的
是，手术第二天，她便能下地行
走，并且顺利办理了出院手续。

德州市中医院骨伤科主治
医师杨寿涛介绍，张女士在炒菜
颠勺时突然感觉腰部疼痛，但经
过两天的休息，症状并没有减
轻。她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德州
市中医院骨伤科进行检查，被诊
断为胸椎压缩性骨折。

“上了年纪的人钙质流失速
度快，加上消化系统功能降低，
身体吸收钙质的能力下降，很容

易缺钙影响骨骼健康，部分较严
重的缺钙中老年人还会有骨质
疏松症出现。”杨寿涛告诉记者，
张女士的情况就是因骨质疏松
导致的病理性胸腰椎骨折。60岁
以上的老年人，哪怕是很轻微的
动作，都有可能发生骨折。

入院后，杨寿涛和同事们认
真分析病情，充分评估手术风
险，精心制定手术方案。“患者年
事已高，进行微创手术治疗是最
佳方案。”于是杨寿涛同患者家
属进行充分沟通后，达成一致意
见，决定为老人在局部麻醉下进
行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

“我们手术使用的材料叫做
‘骨水泥’，有裂缝的骨头注入
‘骨水泥’，就能马上修复。”杨
寿涛告诉记者，骨水泥凝固后
可代替骨头给脊柱提供支撑，
恢复脊柱的稳定性，快速减轻患
者的痛苦。

“腰不疼了！”手术结束后，
张女士激动地说。杨寿涛解释，
老年人大多都有骨质疏松的问
题，一旦发生骨折，按照传统的
治疗手段，轻度的骨折需要卧床
3个月或更久，严重的需要开刀
进行大手术治疗。这对于许多患
者，尤其对于年龄很大的老年患

者来说，都是难以耐受的。而长
期卧床，会让褥疮、泌尿感染、肌
肉萎缩、多器官衰竭等多种并发
症找上身，所以，老人生病最忌
长期卧床。

杨寿涛介绍，这种微创手术
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是一种真
正微创的手术，适合患有椎体压
缩性骨折、椎体血管瘤、骨髓瘤、
椎体原发及转移性恶性肿瘤等
疾病的患者，疼痛的缓解率达
90%以上。同时，还避免了大手
术带来的创伤，大大减少了患者
的卧床时间，也为患者减轻了经
济负担。 (李婷)

2020年12月11日，《百
年巨匠——— 京城四大名
医》摄制组来到德州专访
中医大师汪逢春第二代
传承人、德广医院院长辛
松峰。辛松峰讲述了自己
的从医履历，与导师赵绍
琴先生的渊源，以及师祖
汪逢春先生的中医理念。

《百年巨匠——— 京城
四大名医》以纪录片的
形式再现萧龙友、施今
墨、孔伯华和汪逢春四
位中医大师，他们以高
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
在20世纪30年代即享誉
华夏，“北京四大名医”
不仅因其妙手回春的医
术成为政界名流的座上
客，更因其普救含灵的
仁心成为贫苦患者的救
命人的故事。

汪逢春(1884-1949)，
受业于吴中名医艾步蟾
老医生，壮岁来京，悬壶
京都五十年，名噪古都，
成为“北京四大名医”之
一。赵绍琴(1918-2001)，三

代宫廷御医之后，师承汪
逢春先生，一生致力于中
医教学及临床工作，先后
培养中医温病专业硕士
研究生20余名。值得一提
的是，辛松峰是赵绍琴先
生的得意弟子，参与《中
医养生学》第一版的编
写，1992年在日本成立国
际中医综合研究所，与师
弟彭建中等人整理成书
有《赵绍琴温病精选》《赵
绍琴内科精要》《赵绍琴
验案精选》等，将赵绍琴
先生的医术发扬光大。

辛松峰，德州宁津县
人，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
(现山东中医药大学)，后
留校任教，1987年于北京
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
大学 )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1年赴日本留学并被
IOND医科大学授予医学
博士。在日本，他不仅凭
借医学知识使众多难病
患者康复，还研发出了完
全以中药为成分的养生
保健产品“ 液”，风靡日

本名流人群。虽然常年居
住日本，但辛松峰始终不
忘祖国，不忘家乡。2013年
初，经德州市领导引荐，
他在老家德州投资创业，
创办“松峰中医诊所”，
2019年10月建设为“德广
医院”，用他平生所学和
一技之长，来为祖国人民
和家乡扶老乡亲做贡献，
以实现他多年的夙愿。德
广医院设有中医科、内
科、外科、妇科、预防保健
科、影像科、检验科等20
余个科室，中医科是本院
特色专科，辛松峰院长亲
自诊疗，主治各种癌症、
糖障(糖尿病)、心脑血管
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大
病难病。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辛松峰参与到德州市新
冠肺炎集中救治定点医
院确诊患者会诊、救治工
作中，根据多年的中医经
验，配制出中药汤剂并免
费提供给患者服用，患者
反馈甚好。

央视《百年巨匠—京城四大名医》摄制组

专访德广医院院长辛松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徐良

德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成功开展

胃镜辅助经鼻肠梗阻导管置入术

近日，62岁的刘女
士因卵巢癌进行术后
化疗，化疗1个月后突
然出现腹痛。腹痛持续
20天后，刘女士入住德
州市人民医院肿瘤科。
经肿瘤科详细诊疗后，
刘女士被确诊为小肠
梗阻，医护人员按照肠
梗阻治疗方案给予禁
饮食、胃肠减压、清洁
灌肠、中药灌肠及积极
的营养支持治疗，但刘
女士的腹痛、腹胀情况
无明显改善。

肿瘤科联系了胃
肠外科进行会诊，会诊
意见是刘女士暂时不
适合行手术治疗。肠梗
阻如果不及时解除，有
可能出现肠管坏死，甚
至危及生命。但若手术
治疗，患者年龄大、病
程长、体质差，手术风
险大。经消化内科会诊
后建议采用胃镜辅助
经鼻肠梗阻管置入的
方式解决此问题，经过
细致周密的论证，确定
好方案并取得刘女士
及家属知情同意后，患
者转入消化内科。在科
室主任周连泉、学科带
头人朱黎英的支持指
导下，通过完善术前评
估，主治医师翟真真、
孟锐为刘女士进行经
鼻内镜下肠梗阻导管
置入术。

操作前，先行胃镜
检查观察刘女士上消
化道无溃疡、无占位性
病变后退出胃镜，进而
在主管护师柴琳琳、麻
醉医师张树卿的密切
配合下，首先将肠梗阻
导管联合导丝经鼻插
入胃内，再次插入胃镜
通过异物钳调整管腔
轴向进入十二指肠降
部，调整导丝及导管进
入十二指肠水平段部，
退出胃镜，注射前水囊
1 5 m l蒸馏水，置管成
功，连接负压吸引器后
即刻引流出大量的肠
内容物及气体，随后刘
女士自感腹部胀痛明
显减轻，第二日复查腹
部立位片提示肠道气
液平面消失，肠梗阻较
前明显好转。之后，刘
女导管引流通畅，逐步
恢复流质饮食，病情好
转 后 出 院 ，近 日 随 访
中，刘女士情况良好。

胃镜辅助经鼻型
肠梗阻导管置入术具
有痛苦小、风险小、经
济便捷等特点，能起到
迅速缓解病情乃至治
愈的效果，该技术的成
功开展，填补了该院肠
梗阻导管置入术的空
白，标志着消化内科治
疗肠道疾病又上一个
新的台阶。

(高洁)

2018年7月，庆云尚堂田园综
合体建设试点项目被列为德州市
唯一一家省级试点项目，经过2年
多时间的创建，取得丰硕成果，成
为推动村民增收致富，引领乡村振
兴的重要力量。

领导重视，专班负责。充分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成立了县委副书
记、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为副
组长的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项目

领导小组，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
织实施，县乡村协同作战，为项目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统筹推进，协同联动。通过与
尚堂镇政府联合调研，农业农村局
与住建局、水利局、交通局等部门
协调规划，完善地方基础设施建
设。依托农业龙头企业，按照“龙头
+基地+农户”模式，大力发展中药
材种植、蔬菜种植等特色产业等。

与石斛小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共谋
划，补齐试点项目短板。

以点带面，融合发展。以中药
材和果蔬为主导产业，辐射和带动
农产品增收致富能力推动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带动南侯村、北侯村、
小勾村、大勾村发展果树、蔬菜种植
约1700亩，建设石斛生产基地，打造
全产业链的铁皮石斛种植深加工
及旅游一体化。 (李晶 王慧源)

庆云尚堂田园综合体：成乡村振兴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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