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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9月13日讯(记者 孔
茜 通讯员 张勇) 9月10日-12
日，2021山东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大会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建
院7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在圣都会
议中心成功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
组组长、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
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山东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袭
燕，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林红玉，中国工程院院士、山
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英泽，山东省医院协会
会长、滨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赵升田，济宁医学院党委书记高
哲学，济宁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姚庆强，济宁市委副书记张红
旗，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颖，济宁市政协副主席班博，济宁
医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济医附
院党委书记崔文，济宁市卫生健康
委党组书记焦华，济宁市卫生健康

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鲁先灵，济医
附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甘立军，省
内知名医院主要领导，济宁市任城
区、太白湖新区、市直机关相关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济医附院老领
导、离退休和在职职工代表等参加
开幕式。山东省医院协会、山东省
医学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副校长、山东省立医
院院长赵家军，中国科学院院士、
山东大学副校长陈子江，济宁医学
院原党委书记、济医附院原院长武
广华等组织和个人专门为大会发
来贺信。

在11日上午举行的大会开
幕式上，袭燕代表山东省卫生健
康委向全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大会的召开和济医附院建院
70周年表示祝贺，她表示，济医
附院是全省公立医院优秀代表，
一直秉持良好的开拓创新的传
统，经过70年的改革发展，医疗
诊疗水平和综合管理能力全面

提升，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较
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发挥了省属
公立医院龙头带动作用，为保障
山东，尤其是鲁西南人民群众的
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健康山
东、健康强省工作中体现了强烈
的责任担当。

姚庆强代表济宁医学院全体
干部职工向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
迎，他指出，多年来济宁医学院以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认真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精勤不
辍、开拓创新，现已形成“三区一
园”办学格局和“一体两翼，强龙
头”办学定位，围绕“建设特色鲜
明、国内知名应用型现代医药科
技大学”奋斗目标，稳步实施“三
步走”发展战略、“131”基本思路，
学校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轨
道。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学科
建设和医学人才培养工作，特别

是对济医附院发展建设给予大力
支持，希望医院以建院70周年为
契机，开启新征程，全力书写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以更为先进的医
院管理，更为精湛的医疗技术，更
为优质的医疗服务，持续为山东
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在建院70周年之际，医院携
手山东省医院协会，举办了此次山
东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大会，重
点围绕如何顺应时势大政，充分发
挥公立医院资源优势，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展开
探讨。作为济宁医学院直属附属医
院，医院将不负学院所托，继续挑
起医疗、教学、科研重任，再创佳
绩。”崔文表示，70年来，济宁市委
市政府历届领导对医院工作给予
了大力支持，为医院实现跨越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生态环
境，70周年华诞是医院新的起点，
医院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提高整体
服务水平，更好地守护区域百姓健
康，更好地为济宁社会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

甘立军在致欢迎辞中表示，
经过70年发展，在各级领导、历届
领导班子和几代附院人的共同努
力下，医院已由一家名不见经传
的小型医院，逐渐发展为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指导基层
为一体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特别是武广华同志担任院长
期间，带领医院较早在全国开展
了单病种限价、临床路径管理、爱
心医疗救助等工作，使医院取得
了跨越式发展，为医院长足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近两年，在国家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医院
连续两年排名前100名，位列全国
前7%，综合实力跻身全国三级综
合医院第一方阵。十四五期间，医
院将实施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升级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

院战略、精细化管理战略和文化
发展战略，努力将医院建设成为
省级高水平疑难危重症救治中
心、省级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基
地和省级高水平临床医学研究
平台，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随后，在大会“爱心医疗救助
工程”早产儿救助公益基金项目启
动仪式中，济医附院承诺将每年拿
出50万元用于早产儿救助。在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指导专家聘任仪式
环节，医院为16名指导专家颁发了
聘书；在知名专家名医工作室揭牌
仪式环节，医院为6位全国知名专
家设立了名医工作室。

当日下午，6个分论坛分别
开展了新技术研讨和学术交流，
分别为《第十四届鲁西南心脏病
高峰论坛》《2021年临床路径单
病种限价管理高峰论坛暨山东
省医院协会临床路径管理专业
委员会年会》《专科护理与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第三届微山湖
骨科高峰论坛暨骨科微创技术
新进展研讨会》《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感染预防与控制践行高峰
论坛》《第四届微山湖康复医学
国际论坛暨智能康复临床应用
研讨会》。来自全省各级医院医
学专家学者汇聚一堂进行了学
术交流与探讨。

济医附院将以举办此次全
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大会和
院庆70周年系列活动为契机，乘
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东风，全面
开启新的跨越发展篇章，在山东
省卫生健康委、济宁市委市政
府、济宁医学院党委坚强领导
下，牢固树立大卫生健康理念，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办院
理念，以建设国家级区域医疗中
心为目标，统筹“一院两区”高质
量协同发展，奋力书写医院高质
量发展的美好篇章。

血小板输注“失效”
癌症患者惊险14天

“我想吃火锅，还想喝啤
酒！”9月5日，在济医附院血液科
病房内，刚刚出仓的小路已经有
力气再次站起来了，走了几步
后，坐在病床边对家人说起了未
来的向往，而因肿瘤转移导致失

明 的 双 眼 也 在 今 天 有 了 好
转——— 他的右眼终于有了光感！

29岁的小路是济宁人，2020
年4月因鼻窦炎进行手术治疗
时，病理确诊横纹肌肉瘤，随后
的时间，小路和家人奔波在国内
各大医院求医治疗，但遗憾的是
无论常规化疗、手术还是局部放
疗、免疫治疗等手段治疗效果都
未达到预期，疾病进展至晚期，

预后极差。当年7月，小路又突发
全血细胞减少，之前的抗肿瘤治
疗方案因骨髓衰竭无法继续进
行，随之而来的是致命的感染及
出血，更加不幸的是患者已经出
现脓毒症、重症肺炎，以及止不
住的眼部肿瘤出血。

今年年中，不忍风华正茂的
年轻生命就此凋零，小路来到济
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患者
身体状况非常差，血小板数值是
正常人的五十分之一，这意味着
他的身体承担不了绝大多数的
治疗手段，只能通过不断输注血
小板减缓症状。”济医附院血液
科医生贾璐表示，随着病情加
重，血小板输注效果也不断变
差。科室团队立即给予小路强有
力的抗感染支持治疗及止血措
施后，才使病情暂时稳定下来。

为了守护挽救住这一年轻
的生命，血液科主任张颢带领科
室专家团队多次进行会诊，全面
平衡利弊，针对患者制定出个体
化的治疗方案，最终决定迎难而
上，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并进
行综合评估后，决定为其进行造
血干细胞移植术，为小路构筑健
康基底的“二次生命”。

8月22日，在经过前期预处
理后，小路及其胞弟进入移植
仓，成功进行了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手术，然而对于科室医护
团队和小路来说，此后在隔离仓
内的14天才是真正的“鬼门关”。

“患者情况十分特殊，因为

眼部肿瘤小路已经失去了自理
能力，护理难度比较大，需要我
们24小时时刻注意。”科室副护
士长张素珍对小路仓内一次突
发出血印象深刻，当时小路双眼
渗血严重，在第一时间通知值班
医生的同时，采取压迫止血等多
种手段终于才让小路各项体征
有所恢复，度过了一次难关。

在手术12天后，小路粒细胞
植入造血功能重建，9月5日，历
经14天的惊心动魄小路终于成
功出仓，这也标志着济医附院血
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实体
肿瘤的新突破。“经过预处理结
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有望
提高此类疾病患者的长期生存
率。”张颢说。

治疗手段不断开拓创新
发展水平受到业内认可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
是一个集临床、教学、科研为一体
的专业科室，为山东省临床重点
专科、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技
术协作医院”。多年来，科室不断
总结临床经验、开拓进取，目前已
开展各种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
液科系统恶性疾病，非恶性难治
性血液病，恶性实体肿瘤等，最大
化的为患者谋求利益。

该院血液科主任张颢介绍，
小路手术的成功得益于科室在造
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方面的专业优

势。该项技术应用于血液系统恶
性肿瘤包括白血病、淋巴瘤、骨髓
瘤等，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严重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可达到缓解
病情，延长患者生存期，甚至达到
治愈的目的。血液科自2013年开
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科室开拓创
新，现已成功开展自体和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微移植、脐血造
血干细胞移植等200多例，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

目前科室下设白血病、淋巴
瘤及骨髓瘤、红细胞系统疾病、
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出凝血疾病
五个亚专科，年门诊量2万余人
次，出院病人6千余人次。突出

“造血干细胞移植、生物细胞免
疫治疗、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
术、细胞遗传学及分子遗传学检
测”四大特色技术，是鲁西南科
室规模及设施最完善的血液病
专科，已经成为鲁西南造血干细
胞移植中心。

“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不断贡
献新的力量，是我们的职责和前进
的力量。”张颢表示，医海行舟，不
进则退。目前科室在研课题数十
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基金2项、博士启动基金3项、山
东省基金3项，市级、校级课题数
项。对于前沿治疗手段的探索和渴
求，让他们始终走在前列。未来，随
着群众对健康需求的不断增高，科
室也将会面对更多的挑战，用始终
不忘的初心，将“救死扶伤”的职业
责任贯彻到底。

砥砺奋进七十年，扬帆启航再出发
传承精魄医脉，济医附院全面开启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患者生命垂危，移植手术筑“二次生命”
济医附院血液科开展首例实体肿瘤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张勇 高爽

日前，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团队为一名横纹肌肉瘤晚期
患者完成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成功出仓，患者病情得到极大
缓解，为患者重获新生打下坚实基础。据了解，此次是该院首次为实
体肿瘤患者进行移植手术，标志着该院血液科治疗手段再上新台
阶，该项技术在省内外鲜有开展，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可以为晚期实
体瘤患者开辟一条重生之路。

大会现场。

出仓后，患者身体状况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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