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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县人民医院心内二科成功开展药物球囊治疗冠心病新技术

为冠心病患者带来“心”希望

济宁鲁塑(烧烫伤)医院20天精心诊疗

助多处烧伤患者重返家庭

微山县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为患者实施手术。

本报济宁1月21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王碧辉 孙雪
莲）“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我的感激之情，唐大夫现在是我
们一家人非常信任的医生。”常
年被腰疼、各关节痛所困扰的市
民宋女士，经济宁市中医院综合
治疗，10年病痛得以缓解，激动
地她于日前，将一面锦旗送至济
宁市中医院针灸科医生唐红涛
手中，以示感谢。

谈及自己的“病痛”经历，宋
女士如打开话匣般，述说着过往
点滴。“10年前自打生完孩子就
一直被疾病所困扰，腰疼、浑身
各关节都有痛感。”她说，平日
里，自己晚上躺在床上便无法翻
身，早上起床更是难事，每次需
要爱人协助才能起身，严重影响
着正常生活。

“初见宋女士时，发现其畏
寒喜热，偶有心悸气短，舌淡苔
薄白，脉弦细。”回忆初见宋女士
的场景，唐红涛称印象深刻。他
说，患者因为病痛折磨显得很虚
弱。为帮助患者祛除病痛，经过
四诊合参，根据五运六气原理以

及病因病机，辨证开方，在经验
方牛膝木瓜汤的基础上加减一
些中药，起到补肝肾、强筋骨、祛
风湿、止痹痛的功效。连用10剂
后痛感明显减轻。“喝完一周中
药后，我感觉手上关节和身上其
他关节基本没什么痛感了。”宋
女士说。

之后唐红涛又不断调补
经方，先后给出独活寄生汤等
汤剂，祛筋骨间风湿寒邪，防
风祛风，加强疗效。喝了一个
多月中药汤剂后，宋女士的病
日渐好转，且乏力、便秘等其
他症状得到了改善，一家都倍
感欢喜。

10年病痛得以缓解，患者为济宁市中医院针灸科送上锦旗

“你是我们一家信任的医生”
本报济宁1月21日讯 (记者

孔茜 通讯员 王倩) 为使
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
节，微山县人民医院精心组织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第四批对
口支援专家团队和本院医务人
员、党员志愿者，深入地理位置
相对偏僻的赵庙镇开展义诊、
健康查体和培训活动，为群众
送上健康“大礼”。

虽然天气寒冷，但微山县
赵庙镇卫生院门诊大厅内却热
闹非凡，提前得知消息的群众
早早前来排队，等候义诊活动
的开始。

活动现场，来自内、外、五

官、中医等13个专业的专家和
医务人员，认真为群众问诊、
检查，耐心解答他们的咨询，
讲解冬春疾病预防和日常保
健知识。“今天，市、县的医疗
专家来帮我们查体，我查完没
有什么大毛病，可以安心的过
个好年了。”刚查完体的居民李
大爷高兴的说。

据了解，活动期间，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院感专家、医学
硕士袁欢欢以“基层医疗机构
哨点管理”为题，对赵庙镇卫生
院和该镇村级卫生室的21位医
务人员进行了新冠疫情防控知
识培训。

专家义诊送上“健康礼”

让百姓过个“安心年”

本报济宁1月21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张尊磊 田贺)

近日，微山县人民医院心内二
科冠脉介入团队率先在微山县
开展药物涂层球囊在支架内再
狭窄、小血管病变、弥漫性长病
变、分叉病变以及原位病变中的
应用，已经取得良好的临床效
果，真正实现了“介入无植入”的
理想效果。让微山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可享受到北京、济南三级甲
等医院的医疗服务。

“心内二科刘松、朱猛两
位主治医师在专家的指导下，
已为3例患者使用‘药物球囊’
治疗冠脉狭窄和支架内再狭
窄，均获得成功。”微山县人民
医院心内二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介入治疗为冠心病
治 疗 的 重 要 方 式 ，其 疗 效 确
切，立竿见影，但也有其局限
性，例如：部分患者不适合使
用药物支架，或介意金属支架
留在体内，术后支架内再狭窄
是经皮冠脉介入治疗中的一
个棘手的问题。“药物球囊”对
于这类患者是一个很好的替
代补充，更为冠心病患者提供
了一个新选择。

而药物球囊治疗的发展不
仅满足了一些患者的心愿，更
是支架内再狭窄患者最好的选
择。它避免了很多介入手术的
禁忌，术后也无需长期服用双
联抗血小板药物，可以极大地
减轻脏器负担，真正实现“介入
无植入”的治疗理念，减少支架
的使用，增加了患者的远期预
后获益。

据悉，此项新技术属于无异
物植入介入治疗方法。而新技术
的开展不仅填补了医院又一项
技术空白，更开启了微山县“介
入无植入”治疗冠心病新阶段，
可为更多冠心病患者带来“心”
的希望。

本报济宁1月21日讯(记者
孔茜 ) 因事故造成头面颈

部及双上肢大面积严重烧伤的
患者慈先生，被前往救援的

“120”救护车紧急送往济宁鲁
塑 (烧烫伤 )医院进行救治。经
过该院医护人员二十多天的专
业治疗及细心呵护，慈先生终
于从最初的疼痛难忍、寝食难
安、声音嘶哑、仅能食用流食、
情绪极度崩溃，到身心逐渐得
到恢复，而今，患者已康复出
院，重返家庭。

“现在好多了，吃饭、说话
都没什么问题了。”接到济宁鲁
塑(烧烫伤)医院医师赵程程的
电话回访，慈先生语调轻快，诉
说着如今的变化。而谈及最初
烧伤情况，他亦感心有余悸。他
说，当时一场突发事故，使自己
头面颈部及双上肢造成严重烧
伤，一度丧失意识。而烧伤后的
剧烈疼痛感更让他担心会因此
毁容致残，使其精神上更加备
受折磨，寝食难安。

“患者被送来时已经是晚
上7点多，当时面部肿胀的厉
害，已无法睁眼、张嘴。”顺着慈
先生的回忆，往事一幕幕再次
浮现于赵医生眼前。为使记者
能有直观的了解，她随即拿出
了患者初到医院时的照片。只
见患者整个面部呈焦炭色，眉

毛、睫毛及部分头发全部烧焦，
犹如整个面部蒙上了一层“黑
纱”一般。面对极具冲击力的外
部烧伤，赵医生坦言其肉眼无
法看到的呼吸道烧伤更为“可
怕”，因为如若呼吸道水肿不能
及时消除，极易造成患者呼吸
困难，危机生命。而且如果创面
不及早处理可引发全身感染及
败血症等相关并发症。

为此，针对其双手、面部及
呼吸道烧伤的特殊性，主治医
生制定了个性化全面治疗方
案，通过济宁鲁塑(烧烫伤)医院
沿用五十多年的特效治疗方法
为其抗炎消肿止痛、祛腐生肌，
使呼吸道及伤面在最短的时间
内得到有效修复，同时对愈合
后的烧伤创面及早采用防疤措
施。

经过二十多天的科学、规范
治疗，患者慈先生身体各项功能
恢复良好，亦未出现相关并发
症。而通过查看患者出院时的照
片可知，患者容貌较入院时有了
巨大变化，焦炭色的肤色已褪
去，变回正常肤色。除双手局部
仍需要预防疤痕增生治疗外，其
双手功能已得到完全恢复，在医
患双方积极配合下，实现了“面
不毁容、手不残”的治疗目标，使
慈先生一家又能恢复正常的生
活。

本报济宁 1月 2 1日讯 (记
者 李锡巍 通讯员 孔晓

冯广升 ) 节约是美德、是
品质、更是责任。为切实推进
节约型机关建设，济宁市卫
生健康委从强化日常管理出
发，不断细化完善各项措施，
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引
导干部职工养成简约适度、
绿 色 低 碳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方

式。让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节能环保在单位内
蔚然成风。

长期以来，该单位以创
建节约型机关为抓手，大力
倡导“绿色”发展理念。通过
加强宣传教育举办节能低碳
专题讲座、节能环保培训课
等 ，全 体 干 部 职 工 集 中“ 充
电”，深入学习了绿色低碳的

理念，进一步提升节能意识
和节能环保能力。使“节约光
荣 浪费可耻”真正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并融入委机关
发展文化中。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还积
极推行绿色办公，从基础和
细节抓起，杜绝能源资源浪
费。在办公用品选择方面，停
止使用不可回收的一次性办

公用品，全部更换为可回收
的环保办公用品；在节约用
纸方面，采用了双面打印和
无纸化办公等措施，有效减
少了办公用纸的浪费；在节
能方面，严格遵守办公区域
空调使用规定，夏季空调温
度不低于 2 6℃，冬季空调温
度不高于20℃。

并倡导干部职工在生活

方面同样采用更加低碳环保
的生活方式。引导干部职工正
确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提高生
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提倡干
部职工采用“135”绿色出行方
式(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
内骑自行车，5公里左右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 )，减少出行的
碳排放，争做引领绿色风尚的
倡导者、践行者。

多点发力“绿色行动”，向浪费说不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践行绿色办公风尚，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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