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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14日，中国工程
院2016医学前沿论坛暨中美精
准肿瘤学高峰论坛、中国医师协
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第一
届学术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期
间，中国工程院于金明院士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精准医疗
是目前肿瘤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也是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作为
肿瘤精准治疗最新手段，靶向治
疗在肺癌等领域有了很好的成
果，在适用于靶向治疗肺癌患者
当中有 70%-80%都是可以获
益，而同类患者化疗有效率只有
20%-30%。但这些药品价格都
比较高，而我国医保政策对于像
肺癌等重大疾病，特别是一些无
法替代的靶向药物等救命药、孤
儿药覆盖还不够。”

今年5月20日，卫计委公布
了首批谈判成果，完成治疗非小细
胞肺癌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用于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替诺福韦酯3
种药品降价，并要求全国各地方6
月底前完成挂网，及做好医保衔
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
将谈判药品纳入各类医保目录。

于院士表示，此次降价药中
有两种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
靶向药物，对晚期肺癌患者是非
常利好的事情。而将靶向药物纳
入医保政策，其有别于一次性给
付方式，能够使患者长期持续或
终身受益。

以青岛为例，作为全国医疗
改革的先锋和试点城市，青岛在
2015年将26种治疗恶性肿瘤，
罕见病及高致残率的特药特材

纳入大病医疗救助范围，采取由
政府、企业、社会和患者四方共
付的模式。青岛肺癌患者在报销
和慈善赠药后，最多只需要自费1
万多元，而其他地区患者则要一年
支付二十几万。去年一年，就有
1000多个肺癌患者因此获益。

据了解，从去年年底，山东
省人社部门就在积极地做着很
多工作，可能还需要相关部门综
合协调，药价谈判成果在山东落
实只是时间问题。于金明院士认
为青岛大病救助“共付模式”可
为山东医保改革提供借鉴。期待
山东大病医保能够进一步推进
并尽快落实，以便有更多肺癌患
者尽早享受到政策红利，接受规
范化治疗，提高生活质量，延长
生存时间。 （本刊记者）

专家期望山东尽快落实药价谈判成果

其实，在省立医院东院重症
监护室，有感于医护人员爱心的并
不止这一例病人。每天，在重症监
护室外，一位位家属焦急地守候，
而在病房内，正在治疗的病人们一
个个身插管道，“陪床”的只有心电
监护仪、呼吸机等仪器。“由于这里
的病人，都是重症，再加上亲人不

能陪护在身边，就更加身心憔悴。
所以我们更应该从精神上对他们
关怀。”重症监护科副主任任宏生
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省立
医院东院的重症监护室已不再是
冷冰冰的病房，而是充满着人文精
神的有温度的家园所在。对病人要

有爱心、耐心，在这里已成为制度，
已成为深入每个医护人员骨髓的
理念。病人吸氧、穿刺、导管植入时
非常痛苦，医护人员就一直鼓励，
消除他们的恐惧感；重症监护室的
病人容易晚上不睡，医护人员就
一整晚不眠不休，安慰监督病人
入睡……

如何让市民足不出济南
享受名医会诊服务？作为济南
市卫计委直属大型公立皮肤
病医院，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
继续启动“高端引智”项目。8
月27日，国内知名皮肤病专
家涂平教授将再次来济会诊。
本刊读者享受优先预约权，想
报名，赶紧电话来预约。

涂平，医学博士，博士研
究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皮肤
性病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首席专
家，系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
皮肤组织病理学组组长。涂教
授长期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
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重症

皮肤病方面造诣极深，在皮
肤肿瘤和皮肤激光美容等
领域亦建树良多。同济南市
皮防院特聘专家、中国医学
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的孙建方
教授并称皮肤科“北涂南孙”。
市民可拨打0531-87036224
提前抢号。

目前，济南市皮肤病防治
院紧紧围绕市卫计委提出的
打造“智慧卫计、专业卫计、贴
心卫计”工作思路，加大与知
名医院和国内专家的交流与
结合，把他们请到医院为百姓
治疗疑难杂症，减轻患者就医
成本，方便患者就医。
（记者李永明 通讯员丁娜）

皮肤病“大咖”涂平
来济会诊快来约

日前，ICL睛彩视界俱乐
部成立暨第一届亮友沙龙活
动在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济
南眼科医院）举行。

活动现场，市二院副院长
吕丽萍对各位来宾的到来表
示热烈的欢迎，医院屈光手术
中心刘蕾主任介绍了屈光手
术中心及ICL俱乐部的情况。

据悉，ICL人工晶体植入
术是一种高精度的眼内屈光

手术，也是目前在国外广泛推
广的新的治疗高度近视的手
术方法，目前全球已有60多
个国家开展此项矫正技术。
2010年，济南市第二人民医
院在全省率先开展ICL晶体
植入术，6年来共为500多名
近视患者成功摘掉眼镜，成为
省内ICL手术量最大的眼科
医院。

（通讯员于娜 李嘉宁）

我市ICL睛彩视界
俱乐部成立

八旬老人延长寿命创医学奇迹
省立医院东院重症监护室：用爱心救护病人

日前，一位87岁的老人在省立医院东院重症监护室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虽然老
人已经去世，但老人的家属仍非常感谢医生最后的陪伴与救治。原来，自老人病情恶化后预
估的生存期限不足15天，但在重症监护室全体医护人员的救治下，老人的生命延续了半年，
创造了生命奇迹。“老人之所以能延长生命，我认为不止来自高超的医技，医护人员对病人的
爱心、细心和精神鼓励安慰也是重要因素。”老人家属由衷地说。

高超技术 八旬老人经治疗延寿创奇迹

据了解，老人患有重症肠扭
转术后严重呼吸衰竭、肾功能衰
竭、心脏病，此前长期住院。此次
转到省立医院东院重症监护室，
是因病情更加恶化，根据老人的
年龄和身体状况，当时医生判断
老人的寿命已不足15天。带着
可以创造奇迹、延长老人寿命的
心愿，家属把老人转到重症监护

室继续治疗。持续的呼吸机辅
助、血液净化、营养支持，医生们
竭尽全力救护老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半个月过
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老人的
生命还在延续。这让孝敬的子女
们倍感欣慰。在欣慰的同时，他
们也对医护人员产生由衷的谢
意和敬佩。“老人治疗期间，我们

子女不能进到重症监护室陪护，
其实是很担心，也很愧疚的。医
护人员知道我们的心情，力所能
及帮我们弥补遗憾。她们平时不
但给老人翻身捶背进行治疗还
时常和孤独的老人聊聊天，老人
心情舒畅，体会到了温暖，增强
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自然生命就
能延长。”老人家属说。

优质服务 重症监护室病人更应精神关怀

“其实我们最怕的时段就是
节日和晚上，因为每当这些时
段，看到别人家喜庆团圆，病人
的心理就会越落寞，身体上也就
越容易出现问题。自然，在别人
放假的时候，就是我们重症监护
室医务人员最忙最紧张的时
候。”任宏生说。

目前社会上医患关系紧张
事例很多，但在任宏生看来，只
要站在患者角度，与患者家属做
好沟通就能避免医患关系走入
死角。“面对危重病人与家属，患

者随时有生命危险，病人及家属
会有恐惧、抱怨与不满，这时我
们更应做到不放弃、不抛弃、不
抱怨。面对繁重的工作与加班，
我们保持良好心态与病人，家属
去沟通，换位思考，就能有好的
效果。我们既要用精湛的技术，
先进的仪器去治病，同时用真挚
的爱心去鼓舞激励病人使其产
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重症监护
室尤为显著。”任宏生说。

为了让病人得到更细致的
管理，省立医院东院重症监护室

还专门设立了目前国内都很少
的呼吸治疗师，专人监控病人使
用呼吸机的情况。展望未来，任
宏生说，重症监护的责任不止
将病人的生命抢救过来，还在
于让复生的病人恢复得更好，
这就要求在重症监护的过程中
要做的精益求精，专业分工向
精细化发展，在设立专门呼吸
治疗师的基础上，下一步还要设
立专门的营养师、理疗师等，给
病人全方位的服务。

（本报记者苏珊）

细化制度 细化治疗服务 让病人生活得更好

任宏生 科室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心血管医学博士，山东

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医

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青年

委员会副主委，山东省医师协会

重症医师神经重症副主委，山东

省病理生理学会重症分会委员，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

学分会委员。2015年3月-6月，

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院附属

医院重症医学科进修，专门学习

重症医学科的管理、血液净化、

机械通气、血流动力学监测、重

症心脏、重症神经及重症创伤的

监测及救治技术等。

专家名片

时报8月21日讯 （记
者苏珊）热粥不小心倒在孩子
身上、水壶碰倒烫伤孩子……
夏季本就是烫烧伤高发期，再
加上放暑假，近期孩子烫烧伤
事件频发。对此医生表示，家
长不仅要在生活中警惕一些
容易导致孩子烧烫伤的危险
因素，还要教导儿童学习识别
及规避危险。

右脚包着严实的纱布，可
以看出发红肿胀的皮肤，刚满
11个月的一名小患儿因烫伤
住进济南106医院。患儿的母
亲介绍，17日晚饭时间，她熬
了一锅小米粥，正喂着孩子喝
粥，孩子一下把她手里的热粥
碗打翻了，粥直接就浇到孩子
右脚上，随后把孩子送到医院
抢救。

在济南106医院外四科
病房里，眼下单单是烧伤的儿
童就有9名之多，且多在3岁
以下，占到了病房病人总数的
1/3。“进入夏季，特别暑期以

来，烧烫伤患儿接诊量猛增了
一倍多。像打碎暖瓶烫伤的、
打翻热面条烫伤的、拽翻开水
锅烫伤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科室主任王广顺说，5月—10
月是儿童烧烫伤的高发时段，
因为孩子夏天衣服穿得少，皮
肤容易直接被烫伤。儿童烫伤
一般以6个月—4岁高发，其
中又以1岁以内居多，而儿童
烫伤往往比较严重。

如若突发严重烫伤，首先
应该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清水冲洗，并用清洁的
毛巾包裹。这样坚持 30 分
钟，就能有效减少损伤。”王
广顺说，其实，最可怕的是

“偏方”。“与烧伤烫伤有关
的‘偏方’，大约有 1000 多
种，像抹酱油、涂牙膏等等，
其实很多都不科学，解决不
了感染问题。遇到此类病症，
只有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才
能真正帮孩子减轻痛苦和伤
害。”王广顺说。

暑期医院烧烫伤患儿
猛增一倍多
急救烫伤 涂酱油牙膏并不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