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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老人确诊胃癌
微创治疗护佑健康

走进兖州区人民医院肝胆
胃肠外科病房，安静、整洁舒适
的病房环境，让人不禁放下心中
的不安，一种无言的舒心、放心
在悄然释放。作为医院重点建设
学科，科室消化系统疾病及各类
疝病的诊疗技术处于周边县市
区先进水平，为众多患者带来了
高品质的治疗方案和手段。

“本以为这次手术是在鬼门
关上走一遭，没想到术后十天就
出院了。”谈及自己的病情，80岁
高龄的李奶奶颇有感慨。今年上
半年，她因为时常感到上腹部隐
痛不适、进食后饱胀、恶心来到
兖州区人民医院寻求治疗，经过
胃镜检查，李奶奶被确诊为II期
胃癌，“当时我知道可能有点问
题，但根本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得知病情后，李奶奶及其家属内
心仿佛感到沉重一击，脸上挂满
了泪水和愁容。

在为其办理了住院手续后，

医院肝胆胃肠外科主任曹新福
团队主动服务，在安慰其情绪的
同时，一个消息也让他们看到了
希望，“患者虽然年龄较大，但没
有基础疾病，既往身体条件良
好，可以首先应用腹腔镜探查再
决定下一步手术治疗方案！”

利用腹腔镜、胸腔镜等现代
医疗器械及相关设备进行手术，
是当代医学进步的标志性产物，
也是未来手术的“主流模式”，以
往开大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为帮患者赢得一线生机，曹新福
带领科室专家团队经过多次会
诊，并在医院麻醉科、手术室等
多科室配合下，使用腹腔镜技
术，为其成功进行了腹腔镜下胃
癌根治术，帮助患者解除痛苦的
同时仅在其腹壁留下四个0 . 5厘
米的小切口以及一个约4厘米长
的取标本切口。

“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与传
统开腹手术相比，不仅手术视野
清晰，清扫更彻底，而且有创伤
小、术后疼痛轻、恢复快的优越
性，可以显著减少患者住院时间
和手术并发症发生，延长患者生

命。”曹新福介绍。术后，经医护
人员密切监护，悉心照料，李奶
奶恢复顺利，第二天即可下床活
动。

技术引进不停步
人才培养添动力

近年来，国内肝胆胃肠外科
学科进入迅速发展时代，为努力
走在前列，兖州区人民医院肝胆
胃肠外科坚持高精尖技术的引领
带动作用，聚焦微创，提升科室对
相关疾病的救治能力。“从传统开
腹到运用腹腔镜以及胆道镜开展
胃癌、结直肠癌根治术、胆总管
探查取石术、肝脏部分切除术
等，蝶变不断升级。谁掌握了最
新、最尖端的技术，谁就会成为
该领域的翘楚。”曹新福坦言。

多年的深耕发展，该科室已

成为集临床、医疗、科研、教学为
一体的肝胆胃肠血管疾病专业
科室，打造出了一支业务技术精
湛、高素质、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队伍。拥有高清腹腔镜、电子胃
镜 、电 子 结 肠 镜 、直 肠 腔 镜
(TEM)系统，配备有奥林巴斯高
清腹腔镜、胃镜、结肠镜、胆道镜
等国际先进内镜设备及心电监
护除颤仪、心电综合监护系统、
简易呼吸器、输液泵、微量输液
泵等现代化医疗设备。

同时，通过与济医附院对口
专业科室开展深度合作，科室不
断进行新技术新业务的引进和
革新工作。先后开展腹腔镜下胃
癌根治术、直肠癌根治术、结肠
癌根治术以及联合脏器切除术，
腹腔镜下肝脏、胆囊、胰腺肿瘤
切除术，腹腔镜下疝修补术，通
过广泛使用微创技术为患者巧

解大难题；不断在手术的基础上
开展多学科联合综合治疗方式
(MDT)，如术前新辅助化疗、术
后常规化疗、介入治疗等，提高
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将肠内
和肠外营养应用到围手术期中，
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降低手术
并发症发生率，为科室发展不断
增添新的动力。

“下一步，科室将继续做好
以腔镜为代表的微创诊疗技术
普及推广工作，在肝脏疾病以及
胰腺疾病等传统手术中尝试使
用微创治疗的手段。”曹新福表
示，目前，科室与上海东方肝胆
医院、长海医院、瑞金医院，山东
省立医院、齐鲁医院等多所知名
医院长期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为科室诊疗
水平的不断提升及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立足特色诊疗，优质服务加速度
兖州区人民医院肝胆胃肠外科擦亮精准微创“诊疗名片”

医以济世，术贵乎精。近年来，济宁市兖州区人民医院肝胆胃
肠外科立足于微创治疗理念，积极推动腹腔镜、胆道镜等微创技术
在治疗常规疾病以及疑难重症中的使用，提升了相关疾病治疗的
精准度、安全性和远期疗效，为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提供了强有力的
医疗保障。科室治疗理念、方法与技术不断朝着更精准、有效、微创
的方向发展，已经形成完备的腹腔镜微创医疗技术体系，为兖州区
及周边患者快速康复保驾护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张德君 董体

本报济宁9月6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王碧辉) 好

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为探索

中医药事业创新发展“济宁模

式”，提前擘划市公共卫生中医

医疗中心(市中医院新院区)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9月2日-3日，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三级调研员

王太晗带领市卫生健康委中西

医结合指导科科长薛冰、市中

医院院长王祥生及医院管理团

队等一行8人先后前往江苏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江苏省中医

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交流学习“取经”。期望通

过学习，进一步开阔眼界、拓展

思路、对标先进、激发动力，助

力济宁市中医药事业发展提质

增效。

9月2日下午，考察团首先

来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3日上午又参观学习了江苏省

中医院，当日下午考察团一行

不辞辛劳赶到上海，就运营管

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全

方位对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进行了深入了解学

习。考察团每到一处，除对各

单位特色亮点项目进行现场

观摩学习外，双方还就医院取

得的成就及今后如何实现跨

越式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座谈。

王太晗在座谈中介绍了

济宁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

况，并指出希望通过学习借

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先进的运

营管理模式及人才储备、学

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为更

好的规划市中医院新院区未

来建设和争创省级区域中医

医疗中心探索路径、学习经

验、实现突破。

市中医院院长王祥生坦

言，传承创新是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可以用

“震撼”两个字来形容这次参

观学习的感受。他说，江苏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有一块江苏

省中医药研究院的“金字招

牌”，在医、教、研融合发展方

面走在了全国前列，而济宁

市中医院也有中医药研究院

的“招牌”，回去后一定要学

习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先

进经验，抓紧制定济宁市中

医药研究院发展规划，努力

使其成为鲁西南乃至淮海经

济区中医药传承创新、成果

转化的新基地、新龙头。江苏

省中医院以打造名院、名科、

名医、名方“四名优势”为发

展战略，以专科、专病、专家、

专 药“ 四 专 特 色 ”为 建 设 抓

手，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医院连续 2 0年门急诊

服务人次位列江苏省医疗行

业第一，2 0 2 0年门急诊服务

人次位列全国医疗行业第六

位，骄人的业绩值得深入学习

借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

光医院是一所百年老院，上海

十大综合性医院之一，2018、
2019年连续两年国家公立中

医医院绩效考核全国第一名，

更是要学习的榜样。三家医院

清晰的发展战略、现代化的管

理理念、务实的学科建设经验

让考察团成员受益匪浅，收获

满满，为今后加快自身的发展

传授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弓已张满、数箭待发。下一

步，济宁市中医院将以此次参

观学习为契机，对标国内知名

医院，以“创名院、建名科、育名

医、制名药”为目标，聚力突破、

勇闯新路，竭力将市公共卫生

中医医疗中心(市中医院新院

区)建成集医疗、教学、科研、保

健、预防、康复为一体的公共卫

生服务综合体，聚力争创省级

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凝心打造

淮海经济区区域中西医结合医

疗新高地。

本报济宁9月6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赵方) 近日，
山东省健康企业建设评估专家
组对济宁市推荐申报的5家省级
健康企业申报单位进行了现场
技术评估，经过专家组公正、严
谨、科学的技术评审，济宁市申
报的5家企业全部通过了省级技
术评估，成为全省首个通过省级
健康企业评估的地市。

评估期间，专家组认真听
取了各申报企业关于健康企业
创建工作的汇报，依据《健康企
业建设规范(试行)》、《山东省健
康企业建设评估技术指南》等，
从企业管理制度、健康环境、健
康管理与服务、健康文化建设
等4个方面65项指标，对申报健
康企业材料进行全面细致的审

核，同时实地查看了相关场所，
并对员工进行随机访谈。专家
组一致认为，各申报企业领导
重视，创建工作成效显著，员工
参与度高，符合省级健康企业
创建要求。

健康企业是健康“细胞”的
重要组成之一。通过健康企业
创建，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有效改善企业环境，提升健康
管理和服务水平，打造企业健
康文化，满足企业员工健康需
求，实现企业建设与人的健康
协调发展。济宁市将以此次评
估为契机，持续推进健康企业
创建活动，巩固健康企业创建
成效，切实增进广大劳动者健
康福祉，为健康山东、健康济宁
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本报济宁9月6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王正忠 李先
辉) 近日，汶上县第三人民医
院组织开展了2021年新进人员
开班第一课，多形式助推新员工
尽快适应医院工作环境，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医疗服务工作中。

活动中，汶上县第三人民医
院院长王正忠首先代表院党委
及全院干部职工对各位新同事
的加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随后，医院领导班子成员、相关
职能科室负责人分别为新员工
进行授课，内容涵盖医院文化、

医院历史沿革与发展规划、消防
安全培训、医院控制感染基本常
识等多个方面。

通过培训，新进员工对医院
的文化和规章制度有了清晰的
了解，对自身的岗位职责有了明
确的认识，员工们纷纷表示获益
匪浅，并坦言在以后的工作中，
一定会牢记医者初心，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增强团队意识，尽快
转变角色，适应工作岗位，为医
院的美好明天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为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对标一流找差距，争创一流育“高地”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院考察团赴知名医院“取真经”

省级健康企业评估
济宁市率先通过

上好“入职第一课”
凝“新”聚力再起航

曹新福

( 前 ) 与

科室医

生讨论

患者病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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