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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导管消融治疗

宜早不宜迟

房颤的发病多数不知不
觉，症状温和，不会立刻致
命，然而，日积月累中，一旦从
初期的阵发性房颤转为持续性
房颤，一旦触发这颗“地雷”，引
发中风、心衰等并发症，就可能
错失治疗的良机乃至致命。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王营介
绍，对于有症状的房颤患者，
相比药物治疗，导管消融是减
少房颤复发、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的有效方法。通常阵发性房
颤和1年以内的持续性房颤手
术效果最好，手术成功率较
高。然而，在临床中，部分患
者在确诊房颤后，医生会给出
手术建议，但他们会纠结，到

底该不该做导管消融手术，虽
然感觉有些胸闷、心慌、气短
不适，但还能忍得住，手术等
等再说。于是，在迟疑中搁置
了手术治疗，然而，左心房却
在逐渐增大，症状越来越重，
甚至出现中风，患者才后悔没
有早点手术。

“事实上，对于有症状的
房颤患者，导管消融治疗宜早
不宜迟。”王营说，房颤是一
种进展性疾病，在由阵发房颤
发展为持续性房颤，进一步进
展为永久性房颤的过程中，心
脏的病理变化包括心房扩大、
炎症、心房肌细胞损伤等，进
而导致心房纤维化，而心房纤
维化的发生又可以促进房颤的
进展。因此，宜及早消融早期
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干预房颤
进展。

这一团队已完成

超3万例房颤导管消融

自从1998年10月在全国率
先开展房颤导管消融开始，上
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主任
刘旭教授团队的房颤消融技术
始终领跑全国。刘旭教授个人
完成的射频消融的例数和质
量，无论在国内外都名列前
茅。2010年，其团队成为国内
第一个年房颤消融例数过千的
中心；2012年，成为国内首个
房颤消融总例数过万例的中
心。迄今为止已完成5万例心
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治疗，其中
房颤导管消融超过3万例，曾
连续八年位居亚太地区首位。

在大量的实践基础上，刘
旭教授带领团队凝炼出先进的
房颤治疗理念——— 房颤转子
(Rotor)消融通过明确病灶位
置，运用新的标测技术，更精
准地实施射频消融术，大大提
高了房颤导管消融手术的成功
率。

强强联合，患者受益。山
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

血管病科及上海交通大学房颤
诊治中心专家通力合作、充分
整合医疗资源，2018年9月上
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山东
分中心挂牌成立。在中心首席
专家刘旭教授的带领下，阵发
性房颤消融成功率达92 . 0%，
持 续 性 房 颤 消 融 成 功 率 达
75 . 7%。

3 月 2 7 日 ， “ 智 巡 百
城——— 泉城房颤高峰论坛”将
在济南举办。医者父母心，为
更多患者免受心律失常之苦，
当天，刘旭教授将带领专家团
队坐镇山东，让山东的房颤患
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国内
顶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

专家团队进行手术的同
时，还有义诊活动。3月27日
8:30-11:30，在山东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1号楼就诊大
厅，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
心山东分中心专家团队将为广
大患者进行义诊及咨询等。

射频消融告别房颤，专家组团来手术

房颤那些事

更多详情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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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由山东
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心内科
暨上海交通大学
房颤诊治中心山
东分中心专家团
队倾力打造，旨在
普及房颤知识，规
范房颤治疗，服务
广大房颤患者。

当前，导管消融治疗已经成为减少房颤复发、提高房颤患者生活质量的主流选择。然而，病人病情复杂程度不
一，房颤诊疗水平良莠不齐，并非所有房颤患者都能享受到导管消融治疗带来的利好。

福利来了！伴随“智巡百城——— 泉城房颤高峰论坛”活动的举办，3月27日，国内最早开展射频消融术的医生之
一——— 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主任刘旭教授，将带领团队坐镇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诊
治中心山东分中心，以手术、义诊、学术交流、科普宣传等方式，让山东的房颤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国内顶级
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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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情报站
正式揭牌。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将
借助齐鲁晚报新型智慧传媒优
势，讲好妇幼故事，传播山东妇幼
好声音。

19日下午，山东省妇幼保健
院副院长李锋，医院相关部门负
责人及来自医院各科室的首批情
报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情报站
揭牌。

李锋表示，近年来各大媒体实
施深度融合转型战略，将资源向手
机客户端转移，通过数据技术引
领，实现在线化、智能化。实施视频
优先战略，直播、小视频、短视频、

深度视频、纪录片等方式，成为主
要传播模式，为大众提供好看、可
看、有态度、有价值的新闻。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 山东省妇幼保健
院情报站的成立，也进一步加深了
双方的互联互动，通过这种体验
式、互动式、服务式内容的提供，利
用好新智能传媒优势，将有利于更
好地挖掘省妇幼的实时热点事件、
感人事迹等，进一步提升医院社会

名誉度。
齐鲁晚报实施深度融合转型

战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客户
端、齐鲁晚报微博微信矩阵粉丝
数覆盖人群超过6000万。仅在去
年就生产了近3万条短视频，进行
了5200场直播。依托“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情报站”这一崭新的形式，利用新
型智慧传媒优势，一定会更好地

挖掘并呈现医院感人事迹，传播
省妇幼正能量。

揭牌仪式后，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围绕“如何讲好医院故事”“无
互动不新闻，为通讯员减压减负的

‘六脉神剑’”两个主题，从新闻采
写和短视频选题、制作及情报筛选
等角度，为情报员们现场授课。他
们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的真实案
例引发了情报员的共鸣。

讲好妇幼故事 传播山东妇幼好声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情报站揭牌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3月12日，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献血屋的李璐
和爱人孙东岳参加无偿献血，这是李璐第十次参
加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到4000毫升，已经达到国
家无偿献血铜奖的标准。她的爱人孙东岳一直以
来支持她的工作，今天是孙东岳第13次参加无偿
献血，献血量达到5200毫升，这对有爱心的夫妻用
自己的热血播种下希望，把爱心种在春天里，也把
爱心传递到每一个病患心里。

爱心夫妻献热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如意

生活、工作的压力，是不是总
能给您带来焦虑情绪？如何缓解
呢？3月23日14:30，由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联合省精神卫生中心共同
主办的“心灵驿站”心理健康公益
讲座将走进省话剧院，带来主题为

《疏解压力 远离焦虑》的讲座。
《心灵驿站》是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与山东省心理咨询中心合作，
联合推出的心理健康促进公益品
牌栏目，该栏目旨在走进全省机
关、企事业单位、高等教育学校等
社会各大单位，围绕各单位干部、
职工或学生在工作学习中常见的
心理压力与烦恼问题，由山东省心
理咨询中心派出知名的心理专家
到场作辅导讲座，根据不同听众群
众的特点，为大家提供专业、权威、

实用、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科
普与实践操作。

如果您
需要一堂专
业的心理健
康 公 益 讲
座，可联系
我们。
联 系 方 式 ：
13153005988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通讯员 赵梅

“孩子比同龄小朋友说话都要
晚，是‘贵人语迟’吗？”不少家长都
有这样的疑惑，那么孩子是不是存
在语言发育迟缓的情况？应该如何
科学引导，需不需要进行早期干
预？这些问题在济南市中心医院儿
童预防保健科“语言发育专科门
诊”，都能得到找到答案。

济南市中心医院儿童预防保
健科“语言发育专科门诊”医生苏
桂云说，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是由各
种原因引起的语言发展速度落后

其他同龄儿，主要表现为语言表达
能力或理解能力落后于其他正常
儿童的发育水平。如果儿童出现语
言发育迟缓，对患儿的理解、表达、
认知、社交、学习、心理和情绪等方
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在儿童语言发育的关键
期(2-3岁)进行及时干预训练，对
儿童减少社交困难、增强自信心、
提高学习成绩、促进良好的人际关
系有很大的帮助。

据了解，济南市中心医院语言
发育专科团队，具备丰富的语训经
验，师从于中华康复医学会言语康
复分会唇腭裂言语康复学组副组

长杨峰主任(香港大学言语和听力
学博士、香港大学沟通障碍研究中
心博士后)，语训理念先进。主要诊
疗项目包括：单纯性语言发育迟
缓、语音障碍(吐字不清)、口吃、听
力损伤语言障碍、自闭症、智力障
碍及脑瘫等脑部疾患所致的语言
发育障碍等。

苏桂云提醒，如果家长发现儿
童语言表达能力或理解能力落后
于其他正常儿童，有可能是语言发
育迟缓，请不要盲目选择等待，应
及时带孩子到语言发育专科门诊
做全面评估，了解儿童语言发育情
况，进行早期干预训练。

宝宝说话晚可不是“贵人语迟”，及时科学干预很重要！

济南市中心医院“语言发育专科门诊”开诊

如何疏解压力，远离焦虑情绪？
“心灵驿站”心理健康公益讲座今日走进省话剧院

扫码看“心灵驿站”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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