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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州市人民医院产科
成功为40岁孕产妇刘女士顺利
完成凶险性前置胎盘手术。

刘女士在孕28周后，去其他
医院检查，被确定为凶险性前置
胎盘，按照高危孕产妇管理，转
至德州市人民医院产科。在对刘
女士进行产检的过程中，产科副
主任医师崔广树耐心细致地为
患者做各项产前检查，反复与彩
超室沟通确定胎盘植入的评分
并进行相应的诊疗。

孕33周时胎盘植入评10分，
崔广树建议刘女士住院，住院后

为其完成促胎肺成熟、调整血
糖、纠正贫血等多项产前诊治措
施。崔广树与产科主任蔡富强反
复沟通并做好充分的术前论证。
为了保证手术安全，术前多学科
通力合作，做好各项完善及充分
的准备。崔广树联系泌尿外科术
前放置输尿管支架避免术中损
伤输尿管，联系新生儿科提前到
达手术室做好新生儿接产抢救
准备，联系输血科充分备血为大
出血做准备，联系麻醉科做好术
中自体血回收回输准备……

手术当天，虽然已经是提前

做好了各项充分的准备，但当主
刀医生打开刘女士腹腔时看到，
子宫下段布满迁曲怒张的血管，
手术风险极大。蔡富强果断确定
好子宫切口位置，以最快的速度
娩出胎儿，还来不及听新生儿的
第一声啼哭，子宫中涌出的血就
模糊了手术视野，产科主治医
师张红立即放置子宫止血带，
当看到胎盘植入远比彩超评分
更严重时，蔡富强凭借多年的
医术和经验，沉着冷静、没有慌
张，他拿起纱布轻柔地将胎盘
一点点剥离下来，紧接着就是

分离膀胱、缝合、止血、子宫动脉
结扎、蝶形缝合、子宫捆绑，最终
成功为刘女士保留了子宫。同
时，自体血回收机已经收集了病
人术中的出血，经过分离过滤，
一滴滴回输到病人体内。

一个多小时后，手术顺利完
成，术中估计出血量1500ml，远
远小于同等级别手术8000ml的
平均出血量。术后1天，刘女士恢
复良好，可以下床活动。术后2
天，刘女士即转入产科普通病
房。与此同时，新生儿科也传来
了好消息，小婴儿已脱离呼吸

机，已经可以给小婴儿喂奶了。
回顾整个诊疗过程，刘女士

能够成功的手术、母子平安并且
身体顺利恢复，得益于产科多年
来的专业、严谨、细致以及多方
面的工作：一是术前充分评估，
选择正确的手术时机；二是多学
科联合救治；三是全体医务人员
的细心、耐心及专心。在蔡富强
的带领下，医院产科已成功为
几十例凶险性前置胎盘病人进
行手术，手术出血量少，住院花
费低，使病人在家门口就能解
决大问题。 (高洁)

德州市人民医院

成功实施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术

为了发挥中医药“简
单、方便、绿色、高效”的特
色和优势，方便群众看病
就医，减轻就医负担，2021
年1月1日起，德州市中医
院“中医日间病房”纳入医
保结算，该院是全市三家
试点机构中唯一一家三级
甲等中医医院。

什么是

“中医日间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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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比例与以
往住院报销比例相同。

“中医日间病房”

有哪些优势？

优势一：“中医日间病
房”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简
单、方便、绿色、高效”的特
色和优势，极大方便了患
者看病就医，特别是对一
些时间紧、压力大的上班
族，增加了更多的就医选
择，时间上更加灵活多变。
由于患者在治疗结束后可
以回家，不必一直在院，也
有利于患者的放松和休
息，对患者的尽快康复有
积极作用。

优势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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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床位费、护理费
按现行标准的30%收取，且
参保部分均即时结算。这
样患者在通过“中医日间
病房”途径入院时产生的
费用要远远低于普通入院
产生的费用，切实减轻了
患者负担。这一新型就医
模式在新的医改形势下，
将被更多的患者所认可。

德州市中医院“中医日间病房”———

高效、快捷、省时、省钱的医疗服务新模式
“中医日间病房”有哪些病种？

“中医日间病房”涉及颈肩腰腿
痛等24个中医病种均可纳入医保支
付。具体如下：

一、头面躯体经络病症

1、头痛：偏头痛、紧张性头痛、
丛集性头痛等疾病。

2、项痹：神经根型颈椎病、推动
脉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交感神
经型颈椎病、混合型颈椎病、颈型颈
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颈背肌筋膜
炎等疾病。

3、腰痛：腰椎退行性病变、腰椎
间盘膨/突出症、腰管狭窄症,坐骨神
经痛、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腰肌劳
损、急性腰扭伤、腰背肌筋膜炎等。

4、骨痹：膝关节骨性关节病、髌
骨软化症、膝关节滑膜炎、半月板损
伤、膝关节扭伤、创伤性关节炎、髌
下脂肪垫损伤、风湿性关节炎、痛
风、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髋
关节炎等疾病。

5、颤病：特发性震颤、帕金森病
/综合征等。

6、肩痹：肩周炎等疾病。
7、肘劳：肱骨内、外上髁炎。
8、伤筋：腕关节、踝关节、膝关

节、肩关节、肘关节、髋关节等关节
疼痛及关节韧带软组织损伤(限急

性损伤)。
9、面风、面瘫、面痛：面肌痉挛、

面神经炎、三叉神经痛。
10、痿病：脊髓前角损伤、格林-

巴利综合征、脊髓炎、侧索硬化症、
以及周围神经损伤引起肢体瘫痪等
运动神经疾患。

二、内科病症

11、咳嗽：慢性支气管炎。
12、哮病/喘病：支气管哮喘、变

应性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等。
13、眩晕：椎-基底动脉供血不

足、眩晕综合征、贫血、体位性低血
压、耳石症等。

14、中风：脑梗死、脑出血、蛛网
膜下腔出血、血栓形成、脑外伤后遗
症等脑血管疾病。

15、胃脘痛：慢性胃炎、萎缩性
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反流
性食管炎、功能性消化不良等。

16、不寐、郁病、脏躁：失眠症、
广泛性焦虑障碍、抑郁状态、更年期
综合征等。

17、便秘：习惯性便秘、胃肠神
经官能症、老年性排便无力等。

三、皮肤病症

18、瘾疹、湿疮：荨麻疹、湿疹。
19、蛇串疮：带状疱疹。

20、白疕：银屑病、副银屑病。

四、妇科病

21、月经病、带下病、产后病：子
宫腺疾病、盆腔炎、子宫内膜炎,子宫
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痛经等。

五、五官疾病

22、复视、暴盲、上睑下垂：动眼
神经麻痹、视神经炎、视神经乳头炎、
癔病性黑蒙、皮质盲、睑肌麻痹等。

23、白涩病：干眼症。
24、青盲：视神经萎缩。
“中医日间病房”的开设，充分

发挥了中医诊疗优势，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同时优化了诊
疗服务流程，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
缩短了患者住院等候和治疗时间，
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减轻患者看
病就医的压力，便于进一步弘扬中
医药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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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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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丽)

(李婷)

脱发、恶心、呕吐，一系列令人
痛苦的字眼，似乎是化学治疗留给
人们的最初印象，化疗真的那样可
怕吗？究竟什么样的肿瘤疾病要选
择化疗？化疗会伤害人体的正常细
胞吗？针对以上问题，德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李雪峰
作了解答……

化疗是化学药物治疗的简称，
是通过使用化学治疗药物杀灭癌
细胞达到治疗目的。化疗是目前治
疗癌症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和手
术、放疗一起并称癌症的三大治疗
手段。那么，哪些肿瘤患者首选化
学药物治疗呢？

李雪峰介绍，对于一些不适
合手术的病人或者不能耐受手
术的病人，我们要选择药物治
疗，像三期、四期的肿瘤患者，罹
患淋巴瘤、血液病的患者，首选
化疗。

很多肿瘤患者，之所以害怕化
疗、排斥化疗，主要认为化疗是“杀
敌一千，自损八百”，毒副作用太
大。那么，化疗真的是这样吗？

李雪峰表示，化疗是一种全
身治疗的手段，采用口服、静脉
和体腔给药，药物都会随着血液
循环遍布全身的绝大部分器官
和组织。因此，对一些有全身播
撒倾向的肿瘤及已经转移的中
晚期肿瘤，化疗都是主要的治疗
手段。除此之外，患有肝癌、肺
癌、子宫癌的患者，也可以选择
采取介入治疗，药物可直接作用
于病变部位，不仅可大大提高病
变部位药物浓度，提高疗效，还
可大大减少药物用量，减少药物
的全身副作用。

介入治疗是微创的一种，它是
通过一个血管，直接把刀管达到病
灶部位，医生往里面灌注药物，或

者灌注血管的栓塞剂，达到治疗肿
瘤的目的。李雪峰介绍，近年来，靶
向药物、射频消融、微波消融、粒子
植入等肿瘤治疗手段对肿瘤杀伤
越来越精准，副作用越来越小，这
使肿瘤治疗进入了多学科综合治
疗的时代。

局部晚期的患者，是先手术
比较好？还是先化疗比较好？还是
先放疗比较好？还是放化疗同时
进行以后再手术？李雪峰表示，在
治疗路线安排方面，目前提倡多
学科会诊，外科、放疗科、化疗科、
影像科、病理科、护理共同参与，
这几方面的专家共同参与一切讨
论，制定出一个个体化的精准的
治疗方案。

李雪峰，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咨
询电话：13573467750。（任天瑜）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化学治疗知多少？肿瘤专家有话说

寒假期间，德州市妇
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为中
小学生开展免费超声骨龄
筛查，针对4岁以上身高矮
小儿童免费骨龄诊断，同
时骨密度半价优惠。

正常儿童的生长发育
是有规律的，不同时期生
长速度不同：一般足月出
生时身长50厘米，小于47
厘米则提示有宫内生长迟
缓；出生后第1年增长25厘
米，第2年增长10厘米，第3
年至青春期前为每年平均
增长5-7厘米；青春期每年
增长8-12厘米，持续2-3年。
一般3岁前每年生长小于7
厘米，3岁到青春期前每年
生长小于5厘米，青春期后
每年生长小于6厘米时，就
认为生长速度减慢。

想知道自己的孩子身
高是否正常，最简单的方
法就是与同龄儿童作比
较，如果比同龄儿童平均
矮5公分以上、长期坐在班
级前二排等，就应引起重
视，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就
诊检查。

儿童的身高生长受多
方面的因素影响，虽然遗
传因素(约占60%-70%)在其
中起着重要作用，但通过
调整饮食、睡眠、运动等，
配合科学的身高管理方
法，能够充分发挥生长潜
力，帮助摆脱遗传命运。

咨询地址：德州市妇
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生长
发育门诊。

咨询电话：0 5 3 4 —
2314592 （李红）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生长发育门诊寒假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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