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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肝胆泌尿外科

成功完成一例右半肝+尾页切除术

日前，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肝胆泌尿外科医疗团队完成一例
右半肝+尾页切除术。

患者是一中年女性，因体检
发现肝脏尾页肿瘤半年，复查见
肝脏尾页肿瘤增大并侵犯右半肝
1周入院。入院后进行强化磁共振
检查及相关化验检查，结合化验
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为肝脏尾页
恶性肿瘤，肿瘤约5×4cm大小，侵
犯右半肝，肝右后静脉见可疑癌
栓，肿瘤位于下腔静脉、门静脉右
支与肝中静脉之间，同时患者有
肝硬化及脾功能亢进情况，白细
胞及血小板均较低，手术难度及
风险都很大。

经多学科会诊，诊疗团队认为
患者肝脏尾页肝细胞肝癌诊断明
确，此处肿瘤容易侵犯周围大的血
管，一旦进展会直接威胁患者生
命，如不能手术切除，其他治疗效
果均不理想，同时患者较年轻，对
治疗效果及长期存活预期要求都
较高，一直寻求手术治疗。来到德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前，患者曾
到其他医院就诊，均因病情及手术
难度大而未进行手术治疗。患者入
院后检查全面，各种治疗配合良
好，患者及家属积极要求手术。肝
胆泌尿外科团队经全面审慎的评
估，认为患者较年轻，虽然有肝硬
化及脾功能亢进情况，肝功能储备

尚可，行右半肝+尾页切除可以达
到肝癌根治要求，手术后剩余肝体
积能够达到40%，可行手术。

在完成充分术前准备后，诊
疗团队在全麻下对患者实施了右
半肝+尾页切除+肝门淋巴结清扫
手术。术中精细操作，特别是在肿
瘤与大血管结合处抽丝剥茧，肿
瘤侵犯部分肝中静脉壁，团队发
挥血管外科技术专长，切除部分
静脉壁并进行血管壁成型修补。
手术顺利，术中出血不到100ml。
术后对患者进行快速康复治疗。
目前患者恢复顺利，已经独立下
床活动，进食正常，大小便无异
常，复查肝功能基本正常。

肝胆泌尿外科副主任李培林
介绍，肝脏尾页解剖位置特殊，位
于肝脏后与各大血管关系紧密，
故肝脏尾页恶性肿瘤手术风险较
大，一单出现意外就会危及生命。
近年来，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肝
胆泌尿外科通过与全国顶尖肝胆
外科交流学习，不断提高肝胆恶
性肿瘤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水
平，不断挑战肝胆泌尿外科技术
高度。近年来已经完成了数百例
复杂疑难肝胆恶性肿瘤患者的手
术治疗，结合手术快速康复治疗、
介入治疗、消融治疗及靶向免疫
治疗，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任天瑜)

1月12日下午，德州市立医
院召开2021年度第一次医院质
量与安全管理委员会会议。医院
质量与安全管理委员会全体委
员，包括院领导班子、各临床医
技科室主任以及部分职能科室
负责人共5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
议。会议由副院长郭伟主持。

会议首先由院长助理、质
控科主任任华琳就《综合医院
评审标准实施细则解析》、《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分析》、《三级
医院评审标准2020年版》等相
关内容作讲解，并提出了《2021
年德州市立医院临床医技科室
医疗质量管理重点监测指标》
等供各位委员审议。

此次医院质量与安全管理
委员会会议主要是针对2020年
综合医院复审中评审专家提出

的相关质控问题做出的整改落
实，并根据国家最新的相关要
求、导向制定出符合医院发展的
临床医技科室医疗质量管理重
点监测指标，目的是加强医院医
疗质量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
为，保障医疗安全，便于医疗质
量管理组织及临床、医技科室开
展对医疗质量的监测、预警、分
析、考核、评估以及反馈等工作。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段立新
对接下来的工作提出了以下几
点要求。

一是全院干部职工要对医
疗质量安全高度重视、提高认
识。医疗质量安全是医院工作
的核心，是医疗工作永恒的主
题，是医院生存发展的重要保
障，是医院的生命线！要认识到
医疗质量安全是一项长期的、

需要持续改进的系统工程。
二是全院中层干部要把质

量安全管理的相关知识、监测指
标学懂弄通做实，在这一基础上
坚决执行到位，让执行力成为医
院文化的核心成分。

三是抓医疗质量重在抓内
涵，抓内涵重在抓长远，抓长远
重在打基础练内功。要重视科室
日常的质量管理、指标监测，要
把功夫用在平常、问题解决在平
时，要有持之以恒、滴水穿石的
韧劲，要久久为功、锲而不舍！

段立新强调，全体中层干部
要在医院发展的新征程上勇于
担当、扛起责任。敢于担当不是
停留在口头上的，应落实在具体
的行动上，为医院的发展和更高
的目标贡献力量！

(张潇然)

“以前因为没时间治疗，延误
了病情，现在好了，不仅能随治随
走，还能纳入医保报销，对老百姓
来说真是件好事。”1月13日，孙女
士在德州市中医院办理了“中医
日间病房”相关手续，来到康复医
学科接受治疗。自1月1日起，德州
市“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试点
工作实行，德州市中医院是全市
三家试点机构中唯一一家三级甲
等中医院。

“中医日间病房”是指参保
患者符合住院条件，以针灸治疗
为主，配合穴位贴敷、督灸、隔物
灸、蜡疗、拔罐、耳穴压豆、穴位

埋线、中药熏蒸浴、推拿、中频脉
冲、微波等中医适宜技术，且在
非治疗期间不需住院观察，经患
者和医疗机构双方同意，在当日
治疗结束后可回家的一种治疗
模式。凡是参保居民(居民医保、
职工医保)就诊，符合“中医日间
病房”疾病标准，在德州市中医
院均可按照“中医日间病房”政
策报销，报销比例与住院报销比
例相同。

“重度腰痛患者的治疗周期
较长，以往如果只单纯进行针
灸、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治疗，
不 办 理 住 院 的 话 无 法 进 行 报

销，很多患者会因自付费用较
高半途而废，导致病情继续加
重，影响生活质量。”德州市中
医院西院区推拿科副主任刘丽
丽说。

“中医日间病房”突出了中医
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不使用西
药、静脉用药，打造纯中医绿色
疗法。目前，德州市中医院多个
科室，涉及头痛、项痹、腰痛、骨
痹、颤病、肩痹、肘劳、伤筋、面风
(面瘫、面痛)、痿病、咳嗽、哮病、
喘病、眩晕、中风、胃脘痛、不寐
(郁病、脏躁)、便秘(瘾疹、湿疮)、
蛇串疮、白 、月经病(带下病、产

后病)、复视(暴盲、上睑下垂)、白
涩病、青盲，共24个中医病种均可
纳入医保支付。

德州市中医院已建立完善
“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相关
制度和技术规范，与普通住院相
比，其床位费、护理费按现行标
准的30%收取，且参保部分均即
时结算。 (李婷)

东院区：德州市天衢东路
1165号市中医院一楼康复医学科

电话：0534-7905056
西院区：德州市东方红西路

461号市中医院一楼针灸推拿科
电话：0534-7905207

德州市立医院质量与安全管理委员会会议召开

德州市中医院

“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让诊疗省心省钱

黄疸出现、脐带脱落、大便绿
色需要注意什么？初生宝宝夜间啼
哭不止该怎么办？宝宝是早产儿，
出院回家后口服药物剂量如何调
整？作为新手爸妈总会有这样或那
样的担心，为此，德州市妇幼保健
院特开设新生儿科门诊为您轻松
解决带娃困扰。

新生儿门诊诊疗内容：科学喂
养、黄疸监测；新生儿肺炎、新生儿
脐炎、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化脑等
呼吸道、消化道、中枢神经系统及各
种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就诊地点：德
州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楼二楼新生儿
门诊。就诊时间：每天上午08：00—
12：00，下午13：30—17：30。

专家简介及坐诊时间：
王金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有

30余年儿科临床工作经验，技术精
湛，对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具
有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对新生儿危重
症的救治和小儿疑难病症的诊治具
有独到之处。坐诊时间：周一全天。

任文静，新生儿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从事儿科临床工作近20年，基
础知识扎实，临床经验丰富，擅长新
生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尤其
擅长新生儿科危重症及新生儿疾病
的诊治。坐诊时间：周二上午。

王玉晶，新生儿科主任医师。从
事儿科临床工作近30年，曾在首都儿
科研究所进修学习，对新生儿科急
危重症、疑难病有较高的治疗水平，
尤其对新生儿、早产儿急危重症的
诊疗和抢救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坐
诊时间：周三、周五全天。 (李红)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新生儿科门诊开诊

1月4日，德州市人民医院急
诊科安宁疗护病房的医护首次
为一位81岁的癌症晚期患者成
功实施了经床旁超声引导置入
空肠营养管，从而解决了老人近
一个月不能进食的困难，为老人
下一步的营养支持与康复，奠定
了基础。

老人罹患前列腺癌已经两
年有余，一直保守治疗，近一个
月来，老人持续出现恶心、呕吐，
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度日。经
检查老人前列腺癌已多处转移，
在入住急诊科安宁疗护病房的

第一时间，患者女儿就表达了想
让父亲改善营养的想法。安宁疗
护科主任谭秀岭带领科室人员
反复讨论病情，并请相关科室会
诊，决定给予老人置入鼻肠管。1
月4日上午，在充分进行术前准
备的前提下，由赵杰护士长先行
将鼻肠管插入胃部，苏春花主任
应用床旁彩超时刻进行定位，谭
秀岭主任间断进行B超扫查，确
定鼻肠管的尖端位置，王荣喜、
管小琳等协助病人调整最佳体
位，苏春花主任利用鼻肠管插入
手法，最终将鼻肠管顺利通过幽

门送入十二指肠，最后放置于空
肠起始部位。

对于恶病质或年老体弱的
危重病人来说，早期肠内营养更
符合病人生理需求，这在维持肠
道屏障功能、免疫功能、促进肠
蠕动、减少并发症、促进机体康
复等方面至关重要。鼻肠管的超
声置管定位是随着超声技术的
普及应运而生的，对于胃或十二
指肠动力障碍、存在误吸高风险
的、昏迷、长期卧床、 经胃喂养
不耐受等情况的病人，早期鼻肠
管置入是合适的选择。 (高洁)

德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成功实施超声引导下鼻肠管置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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