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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抗癌学会肝胆胰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

秦俊岭，原副院长，中医内科主任
医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德州市名
中医药专家，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传承人，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传承人，山东省五级中医药
师承教育项目指导老师，第六批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擅
长诊治中医内科疑难杂症，尤其在肝
胆、脾胃、心脑血管、肾病、皮肤病、肿瘤、
咳喘、中风后遗症、风湿痹症各种疼痛，
及经、带、胎产、乳腺增生、失眠、更年期
综合症等妇科疾病方面疗效显著。对亚
健康和保健养生者的中药调理有独到
之处。

坐诊时间：周二下午

潘振海，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对心
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胆病、胃
肠疾病、糖尿病、肿瘤疾病等有较深的
研究和丰富的治疗经验，对中医肾病、
妇科疾病不孕不育病等造诣颇深。

坐诊时间：周六上午

刘政，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山东省
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优秀中医
临床人才，山东省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人，山东省五级中医药师
承教育项目指导老师，德州市名中医药
专家。擅长中医内科常见疾病及部分疑
难杂症的诊治，尤其对各种急、慢性肾
病及糖尿病肾病有较深入的研究，取得
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坐诊时间：周五下午

张弘兴，心血管病科主任，中医内
科主任医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德
州市名中医药专家，德州十佳名中医药
专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高
血压病、心律失常、心衰病等心血管疾
病以及发热、咳嗽、腹泻等内科杂症。

坐诊时间：周三全天

孙风华，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擅
长应用中医中药诊治内科常见病、疑难
杂症，尤其擅长诊治急慢性肾小球肾
炎、肾病综合症等泌尿系统疾病。

坐诊时间：周四全天

焦鹏，内分泌一科(东院区内分泌
科)主任，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德州名中
医，德州市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内
分泌委员会主任委员。擅长中西医结
合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并神经病变、
糖尿病并肾病、糖尿病并眼病、糖尿病
足、甲状腺疾病、高脂血症、痛风、肥胖
症等疾病。

坐诊时间：周一下午

曹旺波，硕士研究生，中医内科主
任医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人。擅长诊疗心病、肺病、脾胃病、肿
瘤疾病等常见病，尤其在失眠，更年期
综合征中医药调理方面有独特造诣。

坐诊时间：周五上午

解金明，肿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及其并发症；
中医药预防及治疗放、化疗不良反应；
运用中医药在肿瘤患者的姑息性治疗
及维持治疗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各种甲
状腺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坐诊时间：周二上午

刘昊雯，副主任医师，硕士，山东省
中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委员，德州
市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糖
尿病及其急、慢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
高脂血症、痛风、肥胖症等疾病。

坐诊时间：周一上午

赵玉芬，副主任医师，兼任山东中
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德州市
五运六气学会副主委等职。擅长治疗
肺癌、乳腺癌、食管癌、结直肠癌、泌
尿系统肿瘤等常见多发肿瘤，擅长运
用经方，临床疗效显著，获得患者的普
遍认可。

坐诊时间：周六上午

刘新红，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
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感冒、咳嗽、哮喘、
厌食、消化不良、心肌炎、过敏性紫癜
等疾病。

坐诊时间：周六下午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紧急救治子痫高危产妇
“感谢徐主任和韩医生，多亏

你们的努力保障了我们母女的平
安。”5月23日，石女士和家属将一
面锦旗送到德州市妇幼保健院产
科副主任陈玲玲、副主任医师韩培
印手中，感谢医护人员及时有效的
处理，让其母女二人在凶险的胎盘
早剥中挺了过来。

今年31岁的石女士，因“停经
32+1周，尿蛋白阳性”于5月13日
入院。“该孕妇典型的特征就是年
龄偏大，近半月双下肢明显水肿，
尿蛋白阳性，虽然血压未到诊断妊
娠期高血压的标准，但每次胎心监
护均不能完美过关。”韩培印介绍，
根据孕妇症状，他考虑其可能存在
隐性子痫前期的情况，因此在入院
后，产科医护人员密切监测石女士
的身体指标和胎儿的胎心。

“我血压又没有达到高血压的
标准，而且我也没有不舒服的地
方，干嘛让我一直住院？”住院前几

天，石女士并不理解韩医生的安
排，她总想出院。为此韩培印耐心
地为石女士反复讲解，“你的血压
虽在临界值，但尿蛋白异常，且胎
心监护始终不达标，这种病有时候
进展非常快，容易发生孕妇心脑血
管意外、胎盘早剥或胎死宫内。”最
终石女士听从了韩培印的建议，安
心住院观察。

5月19日晚，正值韩培印上夜
班，此时石女士胎心明显异常，胎
儿心率仅100次左右，后经紧急B超
证实胎儿胎心微弱仅80-100次/分，
韩培印怀疑石女士存在胎盘早剥的
情况，当机决定进行剖宫产手术。

安抚孕妇、联系超声、术前谈
话、下达医嘱、通知儿科……一系
列动作几乎同时进行，医护人员迅
速做好术前准备，各相关科室医护
人员飞奔到手术室，从准备到手术
只用了13分钟，2分钟后婴儿娩出。

随后，儿科主治医师冯靖涵带

领新生儿抢救团队接过约1500克
的婴儿进行初步复苏，经过及时、
规范、高效的救治，婴儿各项生命
体征平稳。目前产妇和新生儿恢复
良好。

“回想当时的情景，依旧十分
激动，医护人员们为了我妻子和孩
子的平安，竭尽全力，他们飞奔到
手术室的情景令我十分感动。”石
女士的丈夫李先生说。

此次成功的救治得益于德州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团队强大的应
急能力与频繁规范的应急演练，团
队中有发现问题的“吹哨人”，有千
钧一发的决策者，有排除难题的执
行者，有听从指挥的生力军。在急
救事件的面前，科室所有的医护人
员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能胜，抢救过程中团队成员分工
明确、规范高效。

韩培印介绍，妊娠高血压疾病
是指在妊娠期发生的血压升高的

一组疾病，包括妊娠期高血压、子
痫前期、子痫以及妊娠合并慢性高
血压和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前期，
是产科常见疾病。该组疾病临床表
现多样，包括血压升高、蛋白尿、水
肿、全身多脏器损害，严重者可出
现抽搐(子痫)、昏迷等，严重影响
母婴健康，是导致孕产妇和围产儿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孕妇的日常
生活管理重在休息、饮食，同时应
控制体重和戒烟，对于高危人群，
可通过适度锻炼、合理饮食、补钙
及孕期有指征应用小剂量阿司匹
林等减少发病风险。

另外，孕妇应保持健康、规律
饮食，保证营养全面、均衡，怀孕期
间推荐适当低盐饮食；每天进行适
量身体活动，如散步，以控制血压。
如果孕妇出现头痛、眼晕、心慌憋
气或近期体重增长过快，请随时到
正规医院找专业医生进一步检查。

(马雪平)

为推动全市肝胆胰肿瘤防治
事业的发展，提高肿瘤防治整体
水平，加强学术交流和协作，5月
28日-29日，德州市抗癌学会肝胆
胰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暨第
一届第一次学术会议举行。

成立会议上，德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肝胆泌尿外科主任李培林
当选德州市抗癌学会肝胆胰肿瘤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德州市中

医院杜涛、夏津县人民医院贺廷
帮、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李军、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马德
民、德州市市立医院祁洪军、平原
县第一人民医院杨光涛、陵城区
人民医院杨农国当选副主任委
员。德州市抗癌学会会长王春堂
为专委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
颁发聘书。

学术会议上，山东省抗癌协

会肝胆肿瘤分会首届主委李杰
教授，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杨志红分别致辞。
随后，武强、李杰、石学涛、刘桂
杰、李军分别以《胆道恶性肿瘤
的免疫靶向治疗》《胰腺肿瘤微
创手术与器官功能保护》《原发
性肝癌治疗指南外科治疗解读》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医源性胆管
损伤的预防及处理》《原发性肝

癌转化治疗专家共识》为题展开
授课。

据介绍，专委会的成立将进
一步推动德州市肝胆胰肿瘤的早
期筛查与普查普治工作，对提升
规范化诊疗水平，加快推进区域
性肝胆胰肿瘤治疗中心建设，提
高患者总体预后和生存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郭华春)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成功
为73岁的王先生实施球囊压迫术，为困扰其一
年之久的三叉神经痛按下了“终止”键。

王先生从一年前就开始出现面部疼痛，
当地医院将其诊断为三叉神经痛，并给王先
生开了口服药进行治疗。可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吃药也不能缓解这种疼痛，并且发作得越
来越频繁，不能吃饭，也不能洗脸，更不愿意
和人说话，因为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引起面
部剧烈的疼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党委委员、
执行院长王东海教授与脑血管外科副主任、
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孙德州及功能神经外科团
队成员孙晓朋、赵万勇、王鑫、吕丙波医师共
同分析王先生的病情。王先生因心脏病放置
有多个冠脉支架，椎动脉狭窄伴有脑梗死，放
置了椎动脉支架，存在心肺功能不全等疾病，
身体条件极差，经过综合评估，王先生不具备
进行开颅手术治疗的条件。为了尽快解除老
人的痛苦，医疗团队最终决定采取三叉神经
球囊压迫术。手术历时一个小时成功实施，术
后，王先生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真的不疼
了，这种感觉太舒服了！”

孙德州说，经球囊压迫术是治疗三叉神
经痛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它特别适合
不具备手术条件、不愿接受开颅手术的患者，
尤其是老年人，它的优点在于没有任何创口，
手术时间也平均在一个小时之内，所以患者
走出手术室即可脱离病痛的折磨。

“除了三叉神经球囊压迫术，我们还有一
种常用的治疗手段，就是开颅MVD手术，也就
是显微血管减压术，它是一种不损伤神经的
脑外科微创手术，是治疗三叉神经痛首选的
外科治疗方式。手术是在耳后的颅骨上打开
一个硬币大小的骨孔，利用脑和骨头之间的
缝隙，将血管和神经分离，从而达到根治的目
的。”孙德州说，目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
医院每年开展MVD手术100例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三叉神经痛的病症会有
间隔期，有的人在经过药物治疗后发现不再
疼痛，这有可能并不是治愈的表现，而是病症
进入了间隔期，这个期限可长可短，所以在治
疗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此类情况，还需找医生
诊断，切不可大意。”孙德州说。 (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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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

球囊压迫术

为三叉神经痛按下“终止”键

（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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