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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常璇 专版

10月30日，由山东省医学
会主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
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承
办的“山东省第二次神经内分
泌肿瘤多学科学术会议暨北中
国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高峰
论坛”在济南隆重召开。会议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采用线
上会议+线下联动的形式举行。
山东省医学会秘书长张林，省
立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肖伟
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
加开幕式并致辞。现场参会人
员严格控制在50人以内，来自
全国50多家医院的专家、学者
及相关专业医师等在线观看，
总点击量接近10000人次。

会议邀请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胰腺中心虞先濬教授、神
经内分泌肿瘤中心陈洁教授、江
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苗毅教
授、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罗
杰教授、南京市第一医院核医学
科王峰教授等国内及省内十余
位知名专家做了主题演讲，内容

全面涵盖了胃肠胰神经内分泌
肿瘤的病理学、影像学、内科治
疗、外科治疗、分子靶向治疗、核
素治疗、转化治疗等各个方面。

参会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学术
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
神经内分泌肿瘤是一类起

源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肿瘤，最

常见于胃、肠、胰等消化器官，在
过去30年内发病率增加了近7
倍。该疾病症状复杂多样，并可
由潜在恶性逐渐发展成恶性，易

与内分泌原发疾病相混淆，容易
导致误诊、误治。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人们对该类疾病的重视
程度逐渐增高，迫切需要规范化
的综合诊疗。近年来，省立医院
东院肝胆外科在科主任卢俊教
授的带领下，积极进取，努力开
拓，在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规范化
诊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20年
11月牵头成立山东省医学会神
经内分泌肿瘤多学科联合委员
会，多次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学术
会议和巡讲活动，有力地推广了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规范化诊治。
卢俊教授表示，将继续围绕临
床基础科研、标准共识制定、基
层人才培养、公益科普宣传等
方面开展工作，加强学科交叉
融合，充分利用和珍惜山东省
医学会神经内分泌肿瘤多学科
联合委员会平台，努力促进我
省神经内分泌肿瘤筛查和诊治
水平的提升，为健康中国和健
康山东的建设贡献力量。

(东院肝胆外科)

我院成功举办北中国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高峰论坛

10月22日—23日，由山东
省医师协会主办，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
立医院)承办的“山东省医师协
会临床影像技术分会2021年
会”在济南顺利召开。山东省医
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良
贞，省立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王荣，省立医院影像中心主任
王锡明参加开幕式并致辞。山

东省医师协会临床影像技术分
会主任委员、省立医院影像主
任技师孙峰致欢迎辞。

宋良贞副会长在致辞中对
分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
分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在主任
委员孙峰教授的带领下，发挥行
业协会的学术引领作用，为全省
影像技师搭建好学术交流、人才
培养、成果展示、信息共享的优

秀平台，为健康中国、健康山东
的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王荣副院长在致辞中肯定
了山东省医师协会临床影像技
术分会给我省影像医学诊疗服
务带来的新风貌，他指出影像
技术人员在疾病诊疗过程中承
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和责
任，也付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
希望影像技术人员认真学习、

增进交流，为广大患者的诊疗
和公众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次会议以“精影慧医，健
康山东”为主题，邀请了中国医
师协会医学技师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牛延涛教授等省内外影像
学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会议
同时举办了首届山东省医师协
会临床影像技术分会“精影”杯
中青年演讲比赛，来自全省16

地市的21位青年才俊参加了
CT、MR技术演讲比赛，省立医
院影像中心齐耀东、韩义成及
赵志永技师荣获二、三等奖。

本次会议为全省影像技术
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机
会，为促进全省影像技术事业
的快速发展搭建了桥梁，与会
专家、代表对本次会议给予了
高度评价。 (医学影像科)

我院成功承办山东省医师协会临床影像技术分会2021年会

10月20日-22日，以“呵护
青少年脊柱健康，挺起中华民
族的脊梁”为主题，由山东省体
育局、山东省卫健委、山东省教
育厅联合主办，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
医院)承办的山东省青少年脊
柱健康管理工作培训班暨2021
年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普
及(山东站)在济南成功举行。

培训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形式举行，全省各市体育局、
卫健委、教育局、体卫融合试点
单位等单位负责人，以及部分
中小学校医和体育老师等170
余人参加线下培训，3万余人参
加了线上培训。省立医院康复
医学科主任范晓华教授围绕脊
柱侧弯的筛查、评估与矫正训
练作了专题讲座，省立医院康
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王颖作了
脊柱侧弯筛查的实操培训。

培训班旨在加强青少年脊
柱健康管理和我省青少年科学
健身指导工作，提高青少年脊
柱健康的意识和青少年科学健

身指导水平，为各级各部门提
供脊柱侧弯的筛查、评估和运
动、医疗干预等技术指导，培养
脊柱侧弯专业技术精英，建立
具有我省特色的青少年科学健
身指导专家团队，打造齐鲁卓
越品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培训班启动仪式上，发布了“青
少年脊柱健康”标识，印发了省
立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范晓华

教授和山东省体育科研中心专
家们联合主编的《青少年脊柱
侧弯筛查工作指南》《青少年脊
柱侧弯预防宣传手册》。

在为期3天的培训中，国家
体育总局、省立医院、北京体育
大学、河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
等单位的全国知名专家进行授
课。范晓华教授围绕脊柱侧弯筛
查、评估与训练作了专题讲座。

范晓华教授详细讲解了脊柱侧
弯的分类、脊柱侧弯的流行病
学、筛查方法、评估技术、和矫正
训练，共同探讨了脊柱侧弯筛查
工作实施的规范化流程。脊柱侧
弯筛查对保持青少年身心健康、
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缓解由于
脊柱侧弯带来的家庭、社会经济
负担有重要意义。建立符合省内
省情简便易行、快速有效的青少

年脊柱侧弯的筛查标准模式至
关重要。

省立医院脊柱侧弯项目负
责人王颖治疗师进行了实操培
训，详细讲解了脊柱侧弯测试
与筛查的实操技术、注意事项
等内容，并现场答疑解惑。

本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将
进一步提高我省对青少年脊柱
健康的重视程度，促进全省青
少年脊柱侧弯的筛查、评估和
运动、医疗干预等技术的全面
规范提高。全省体卫融合各试
点项目开展以来，省立医院康
复医学科抽调人员，跟进天桥
区山东省中小学健康体检项目
积极组织开展脊柱筛查的相关
工作，先后在多所学校开展脊
柱侧弯健康讲座和筛查诊疗，
共筛查6300余人。通过此次培
训，省立医院康复医学科将持
续为各市开展筛查工作提供理
论宣讲和技术支撑，搭建脊柱
侧弯标准化工作站，为青少年
脊柱健康工作贡献省医医疗的
坚实力量! (康复医学科)

我院承办山东省青少年脊柱健康管理工作培训班
暨2021年全国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普及(山东站)

近日，山东中医药学会第六
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在济南举
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中医科主
任司国民当选为副会长，推拿科
主任王强、中医科主任医师蔡平
平和马宏博当选为理事。

山东中医药学会是我省中
医药行业成立最早、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泛的最大的学术性社

会团体。来自全省16地市的200
余名会员代表参加会议。会议
审议选举产生山东中医药学会
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选举
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长、监
事。经全体会员代表选举，山东
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孙春
玲当选为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我院中医科主任司国民等14人

当选为副会长。
司国民现担任山东中医药

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
会主任委员、经方研究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在我省综合医
院中医药工作及经方推广应用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分级诊
疗、学术交流、临床研究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医科)

中医科主任司国民当选山东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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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由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皮肤性病学系主办、我
院皮肤科承办的皮肤性病学系
疑难危重皮肤病研讨会在济南
举行。会议邀请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皮肤科郑
捷教授团队到会指导，采取了
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
办。

开幕式由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皮肤性病学系副主任、我皮
肤科主任党宁宁教授主持，我
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孙志坚参
加开幕式并致欢迎词。

本次大会共分为疑难危重
病例讨论、重症皮肤病创面护
理讲座和医院线下实地查房、
创面护理操作示范两部分。

在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环
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各附属
医院皮肤科汇报临床工作中所
遇到的疑难和危重病例，上海
瑞金医院皮肤科郑捷教授、李
霞教授，我院皮肤科党宁宁教
授、张莉教授等现场指导，从临
床诊断思路、治疗策略等方面

给予宝贵建议，并从皮肤病理
学、皮肤免疫学、皮肤内分泌
学、皮肤微生物学及皮肤胚胎
组织学等方面对疑难病例的发
病机理、鉴别诊断等展开热烈
探讨。同时，线上直播间的同道

们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上海瑞金医院皮肤科袁勇

勇护士长做了题为“重症皮肤病
创面护理治疗”的报告，分享了
皮肤TIME 'S皮肤护理概念，并
分别从皮肤护理原则、敷料选

择、操作规范等方面展开讲解。
郑捷教授一行到我院进行

线下实地查房与皮肤创面护理
操作示范，就我院皮肤科收住院
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狼疮性
肾炎与狼疮性心脏损害、红斑狼

疮(LE)/扁平苔藓(LP)重叠综
合征、寻常型天疱疮及两例不同
病因诱发的红皮病患者展开现
场指导。我院青年皮肤科医师进
行病例汇报，郑捷教授问诊、查
体，并就病史特点、皮疹形态、辅
助检查等病历数据展开分析，经
探讨后，给予了进一步的诊断分
析及治疗建议。

皮肤病护理实操环节，袁
勇勇护士长对一例寻常型天疱
疮患者进行了皮肤护理操作示
范，从皮肤冲淋、皮肤清痂、敷
料选择、疼痛控制等方面展开
现场教学。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向皮肤科临床医护
人员介绍国内外皮肤病领域疑
难重症皮肤病诊疗新技术和研
究进展，着力讨论和解决目前
皮肤病领域诊治中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与会专家带来的新理
念、新模式，将进一步促进我省
皮肤病临床诊疗和学术水平的
全面提高，推动皮肤科事业更
加蓬勃发展。 (皮肤科)

我院成功承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皮肤性病学系疑难危重皮肤病研讨会

我院成功举办RTC区域带教
项目启动会暨房颤进阶培训班

日前，我院心内科成功举办
RTC区域带教项目启动会暨房
颤进阶培训班。作为山东省首家
RTC区域带教中心，来自全省各
地的20余位学员参加启动会。

启动会上，我院心内科主任
苑海涛教授致辞表示，近年来全
国电生理发展迅速，我院心律失
常诊疗中心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
势头。作为山东省首家开展RTC

项目的医院，将培养出更多的电
生理独立术者，为山东省电生理
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进一步提升
山东省心律失常领域在全国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启动会后，举行了首次区域
带教“房颤进阶培训班”，陈良华

教授、宋尚明教授、李学勋教授、
侯晓阳教授、田洪波教授、衣少
雷教授等分别就房颤消融线设计
消融及验证、复杂房间隔穿刺技
巧、持续性房颤消融策略、OCE

房颤全流程解决方案及经验分
享、肺静脉电位鉴别与CAP处
理、ICE在心房颤动消融中的应
用、房扑的机制标测及消融等进
行了专题讲座。针对讲座内容及
临床工作中疑难和困惑，医院电
生理团队带教专家与学员们进行
了全面的交流和热烈讨论。

培训班上，省立医院电生理
团队带教专家手把手的带领学员
们进行房颤消融模拟器演练。

(心内科)

我院成功举办
山东省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分会
第二届年会暨第七届“齐鲁晕大夫”课堂

10月22-24日，由山东
省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分
会、我院共同主办，枣庄市
市中区人民医院承办的
2021山东省康复医学会眩
晕康复分会第二届年会暨
第七届“齐鲁晕大夫”课堂
在枣庄召开。解放军总医
院眩晕中心主任、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眩晕专业分会
主任委员吴子明，我院保
健综合二科(眩晕诊疗中
心)主任、山东省康复医学
会眩晕康复分会主任委员
于刚，枣庄市中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中区人民
医院院长、枣庄市人民医
院执行院长周爱国参加开
幕式并致辞，枣庄市医学
会神经内科主委胡屹伟主

持开幕式。
在“领晕论坛”环节，来

自省内医院的院长和书记
代表、科室主任就医院眩晕
中心的立科思路及未来运
作进行发言，畅谈在眩晕学
科发展中的宝贵经验。

授课环节中，解放军
总医院眩晕中心吴子明教
授、中山大学第三医院曾
祥丽教授、云南省中医院
耳鼻喉科秦琼教授、成都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
喉科谢慧教授、我院于刚
教授、解放军总医院眩晕
中心刘兴健教授等全国知
名眩晕专家为与会人员分
享了一场技术前沿、临床
诊治和未来展望的学术盛
宴，给基层医院的眩晕专

业工作者进行了一次眩晕
规范化诊疗的生动培训。

在“例识辨析”版块，
会议以病例汇报+专家授
课+专家团点评讨论的方
式，分别针对BPPV、VM、
AVS、MD、PPPD等5种疾
病进行了分场授课。

会议期间举行山东省
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分会
青年委员会和基层委员会
成立大会。会议由山东省
康复医学会办公室主任杨
涛主持，山东省康复医学
会眩晕康复分会主任委员
于刚教授兼任首届青年委
员会和基层委员会主任委
员。

(保健综合二科 赵雪柠)

我院成功举办数据驱动的临床
和基础研究多学科协作研讨会
10月23日，由我院主

办的数据驱动的临床和基
础研究多学科协作研讨会
在济南举行。大会紧紧围
绕“汇报·交流·合作·融
合”主题，邀请临床医学专
家、流行病学统计学专家
以及基础医学科研工作者
等 多 学 科 协 作 团 队
(MDT)，针对各临床学科
如何提出不同领域有临床
价值的科学问题，开展真
实世界数据研究(RWS)，
将健康医疗数据转变为科
学证据，进而深入探讨致
病机制等医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学展开了广泛深入的
学术交流。

本次多学科协作研讨
会由我院新生儿科和泌尿
微创外二科组织主办，特
邀中心实验室高聆教授全

程指导讨论。我院模式动
物研究所所长吴英杰教
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实
验动物学院特聘研究员庄
峰锋教授、生物医学科学
学院院长崔亚洲教授，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科技创新
中心副主任辛玮，苏州大
学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舒
啸尘，济南市新生儿疾病
筛查中心主任邹卉，我院
泌尿微创二科主任夏庆华
和新生儿科副主任于永慧
等专家进行专题讲座。我
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
王春亭，东院保健呼吸科
副主任牟晓燕、临床营养
科主任冯丽、东院肿瘤化
疗科主任医师杨霞、医学
检验部副主任白晓卉、东
院区院感办主任医师毕振
旺、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姜

秀云、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医师李晓红等专家学者担
任主持和讨论嘉宾。

现场参会的临床医学
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们认
真聆听汇报，分享各自在
临床实践中提出的多个富
有临床价值的科学问题，
并针对数据驱动的医学研
究方法学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方法的凝练，知识的分
享，思想的碰撞，点燃了各
临床科室主任进行医学研
究的热情。参会的各学科
中青年医师和科研工作者
纷纷表示这种“手把手的
教会、面对面的拓展、点对
点的延伸”精品课程模式，
使大家备受鼓舞，达到了
学有所成、学以致用的学
习目的。

(新生儿科 泌尿微创二科)

我院成功举办OSE/OBE

脊柱内镜技术山东巡讲第二站

10月24日，由我院脊柱外科
主办、潍坊市人民医院承办的
OSE/OBE脊柱内镜技术山东巡
讲潍坊站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潍
坊及周边地市的80余名脊柱外
科医生参加了培训。

OBE技术是省立医院脊柱
外科崔新刚教授在5000余例孔
镜基础上探索内镜下固定融合，
首创的单孔双介质内镜技术
(One-hole Bi-medium Endo-

scopy，OBE)。该技术克服了传统
脊柱内镜技术单一介质的不足，
实现了气水双介质自由转换，可
以通过单一微切口完成减压、椎
弓根螺钉固定和椎间融合，具有
适应症广、微创高效、安全可靠
等优点。

本次会议紧扣脊柱微创主
题，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详细介绍OSE/OBE技术要
领，推广普及脊柱微创技术。我
院脊柱外科主任孙建民教授致
辞，着重阐述脊柱内镜技术发展
的日新月异，强调了脊柱内镜技
术发展的必然性，并对崔新刚教

授首创的OBE技术予以肯定。崔
新刚教授简要介绍了脊柱外科
内镜技术的发展现状及本次会
议的主旨。

会议邀请北京专家朱腾月
教授就开放脊柱内镜手术(OSE)

的适应证、技术要领、并发症等
多个方面做了详细阐述。崔新刚
教授详细讲述了OBE技术的形
成过程、技术特点、优点、适应证
等，并展示了临床应用病例。蒋
振松主任医师、厉锋主任医师、
庄青山主任医师、李涛博士、刘
晓阳博士、王国栋博士等做了脊
柱内镜技术的相关介绍，内容涵
盖椎间孔镜技术、UBE技术、手
术并发症等。

作为全省率先开展脊柱内
镜手术的单位之一，我院脊柱外
科将继续探索进取，以巡讲形式
推广该技术，引领我省脊柱内镜
技术的发展，推动我省脊柱微创
技术规范化发展，提高全省脊柱
外科医师的临床诊疗水平，造福
群众。

(脊柱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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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秋

远离糖尿病足，防大于治

【省医专家谈健康】

糖尿病在我国已从少见病变成流行病，糖尿病足的患病率也明显增加，我国5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足的发病率高达8 . 1%。据
估计，全球每20秒钟就有一例糖尿病患者截肢；糖尿病足溃疡患者年死亡率为11%，截肢患者死亡率高达22%。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秋教授表示，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远离糖尿病足，防大于治，及早筛
查并矫正糖尿病足危险因素和及早规范治疗足溃疡，能明显降低截肢率和医疗费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脊柱侧凸

不治疗难自愈

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至
3%的儿童患有脊柱侧凸，男女
发病率相等，但女孩弧度更容
易加重。临床上需要治疗的特
发性脊柱侧凸以女孩多见，约
是男孩的8倍。
“脊柱侧凸按病因可以分为

先天性脊柱侧凸、继发性脊柱侧
凸、神经肌肉性脊柱侧凸、综合
征性脊柱侧凸、特发性脊柱侧凸
或由外伤、肿瘤引起的。”李天友
向记者介绍说，一部分缺乏医学
常识的家长可能认为脊柱侧凸
就是驼背，但其实两者并非一回
事。驼背有可能只是姿势异常，
不需要特殊处理。既可能是脊柱
侧凸的伴发畸形，也可能是脊柱
后凸。
“一旦发现脊柱侧凸，越

早治疗越好，脊柱侧凸随年龄
增长不会自愈，且超过20度的
脊柱侧凸需要定期找专业医
生复查。”李天友解释说，不同
病因的脊柱侧凸治疗方法不
同。就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来讲，在骨骼尚未成熟时，弧
度小于25度需要密切随访直
至发育成熟，25至45度需要支

具矫正，大于45度可能需要手
术治疗。一般情况下，对于有
手术指征的患者，一次手术即
能矫正畸形。
“背背佳并不能矫正脊柱

侧凸，只有量身定做的支具才
能预防脊柱侧凸的进展，但也
不能将已经有的弧度治愈。”
李天友表示，有些脊柱侧凸可
能伴有脊髓病变，内分泌异常
或综合征等，需要涉及多个科
室，进行多学科治疗，才可达
到最佳治疗效果。

脊柱健康检查

不是“小题大做”

“脊柱侧凸患者站立时往往
双肩不等高，前胸、后背不对称，
腰部皮肤皱褶不对称，弯腰时脊
柱旁肌肉不等高。”李天友强调，
儿童肩、背、腰两侧肌肉不对称
不一定是脊柱侧凸，轻微的也可
能只是发育不对称。
“医院筛查时通常采用脊

柱前屈试验，即让患者下肢并
拢直立，向前弯腰约90度，双
上肢自然下垂，然后观察患者
背部是否对称，并用脊柱侧凸
测量仪来测量不对称的程
度。”李天友建议，父母可以在
家对孩子进行脊柱健康检查。

可以让孩子上身裸露,取立正
姿势,背向父母。父母可观察孩
子双肩是否等高;左右肩胛骨
在脊柱两侧是否对称,其下角
是否等高;两侧腰凹是否对称。
“精准判定可以使用脊柱侧凸
检查尺测量背部两侧最不等
高处的角度。测量的度数不同
于脊柱实际弯曲弧度，当度数
小于5度为阴性,5度至7度为阳
性，3个月后需重测一次,确定
是否转诊。7度及以上为强阳
性，则高度怀疑患有脊柱侧
凸。”李天友建议，一旦家长出
现拿不准的情况，最好尽快到
医院进行专业检查。

脊柱侧凸

将纳入学生体检

“青少年要养成良好的坐
姿、卧姿和站姿习惯。在学习
时应注意保持正确的阅读、书
写姿势，做到劳逸结合。”李天
友说。针对脊柱侧凸的患儿是
否可以进行体育训练的问题，
李天友认为对于程度不严重
的患儿，在没有背痛和耐力异
常的情况下，可以做自己耐受
的体育运动。日常生活中，需
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随访，
并认真佩戴支具。

糖尿病足分级管理

从事内科及内分泌科的临
床工作20余年，作为国际医学
保肢协会中国区副主席，担任
山东省医学会糖尿病足与慢性
创面多学科联合委员会主任委
员的李秋见过很多“糖友”面临
并发症的折磨，而糖尿病足病
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得了糖尿病并不是百分之
百就一定得糖尿病足，但是，其
发病率随着糖尿病史的延长而
明显增加，糖尿病足一旦发生
意味着患者糖尿病已经演进到
‘终末期’即全身出现了严重的
慢性并发症。糖尿病足溃疡则
反映了全身各器官在长期糖尿
病未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受到累
及和损伤。”与正常人相比，糖
尿病患者截肢的可能性高10到
20倍。每7例糖尿病患者中就有
1例患有足部溃疡。2020年的一
项研究显示，糖尿病足并发症
患者的5年死亡率和直接护理
费用与癌症相当。

据介绍，糖尿病足实行分
级管理。“从有发生足溃疡危险
因素但无溃疡到感染病变再到
全足坏疽，糖尿病足共分0到5
级共6个级别。“许多患者的足
相关问题(如胼胝等)是在家中

自我处置或非医疗单位如澡
堂、足疗店、修脚店处理，相当
多的患者被发现时基本都在晚
期，病变难以逆转，所以截肢率
较高。”

高血压和高脂血症
是危险因素

高血压和高脂血症都是糖
尿病周围血管病变的危险因
素，而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造
成的下肢缺血又是糖尿病足患
者伤口不易愈合的最常见原
因。因此对于糖尿病足患者而
言，将血压和血脂控制在理想
范围和控制血糖同样重要。

足溃疡是糖尿病足最常见
的表现形式，也是造成糖尿病
患者截肢的主要原因。周围神
经病变、下肢动脉病变和足畸
形是糖尿病足溃疡发病风险增
加的主要原因。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如
吸烟和其他糖尿病并发症或合
并症也是重要的发病因素。

糖尿病足在治疗上一直面
临着诸多困难，糖尿病足的病
人极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其
发生是由于长期糖尿病的基础
病变造成，糖尿病足、感染可能
会造成上述症状的出现或加
重。

预防要
多检查、勤护理

“糖友护足无小事，对于已
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来说，预
防糖尿病足尤其关键。”李秋表
示，临床诊疗中缺血性糖尿病
足溃疡的患者截肢(趾)率占比
较大。糖尿病足患者的诊治与
其他疾病的诊治有很大不同，
因长年高血糖致足部末梢血供
特别微弱，血液循环较差，加之
慢性严重的足部感染，致感染
反复难以治愈。
李秋强调，除了全面控制血

糖及代谢异常，糖尿病患者还要
做好足部自我保健，包括建议穿
合适、具有足保护作用的鞋子，最
好选择糖尿病专用鞋。袜子需保
持干燥、透气，应选择无接缝、无
压迫性的跟帮、白色或浅色的棉
袜。每天进行检查，不要过分泡
脚。无论是修剪趾甲、拔甲、去除
嵌甲均需要由经过专业培训的
医护人员进行，不宜去公共浴室
或修脚处修理嵌甲，不到不正规
足疗店修脚，正确运动，足癣的患
者局部坚持使用抗真菌药物，同
时应戒烟或减少被动吸烟。糖友
至少每年到医院检查一次糖尿
病足部并发症，有任何问题，都应
及时到医院就诊。

李秋,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
导师，省立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糖尿病科主
任，省立医院糖尿病足防治中心常务副主任，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内分泌与代谢病医院
副院长、糖尿病足防治中心主任，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齐鲁卫生与
健康领军人才，兼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
会营养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学会糖尿病足与
慢性创面多学科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
省医师协会创面修复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制
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足与周围血管病学组
副组长、国际医学保肢协会中国区副主席、中
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糖尿病学组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糖尿病及糖尿病足防治
与流行病学、饮食与营养管理。

小儿骨科副主任医师李天友：

打破对脊柱侧凸认识上的误区，提前预防
李天友，山

东省立医院小儿
骨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在诊
治儿童肢体畸
形、骨关节运动
损伤以及罕见病
等方面具有丰富
经验。2016年4月
获亚太小儿骨科
协会(APPOS)资
助游学澳大利亚
2周；2017年5月
获中国骨科医师
分会和Ponseti国
际协会联合资助
赴美国Iowa大学
学习先天性马蹄

内翻足矫形技术；2019年4-6月至哈佛大学波士顿
儿童医院临床访学；2019年8月-2020年8月由国家
留学基金委公派至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访学。曾
多次参加COA国际学术大会及中华医学会小儿外
科学年会并作大会发言，2008年参加第24界国际
SICOT(香港)并作小儿骨科分会场发言，2016年获
第七次全国小儿外科中青年医师学术研讨会“优
秀论文奖”。攻读博士期间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上海市科委基金1项，工作后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山东省博士基金各1项，参与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1项，现已发表论文30篇，其中SCI收录7篇。
主译(第3位)《L.&W.小儿骨科学》(2018，军事医学
出版社)，参译《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治疗方法与原
理》(2020，科学出版社)。现兼任中华医学会小儿
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
分会青年学组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学会儿外
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小儿外科医疗质
量控制中心委员、山东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理事、
中国骨科菁英会会员、中国骨科专业学院小儿骨
科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近年来,青少年身体不良姿态频发。不良姿态得不到有效预防和矫正,会导致青少年增加
患脊柱侧凸的风险。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小儿骨科副主任医师李天友告诉记者，
脊柱侧凸造成的不良后果有很多，公众应打破对脊柱侧凸认识上的误区，提前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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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刷酸”美容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皮肤科为您解疑释惑

近日，央视对市场上的“刷酸”乱象做出了相关报道，国
家药监局也针对刷酸乱象开展了专项整顿，在官网上发布
了关于科学认识“刷酸”美容的科普文章，文中明确表示：
“刷酸治疗”需在具有医疗资质的医院或诊所，由经过培训
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并明确了刷酸及含酸护肤品的区别。
今天，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专
家为您详解化学换肤术。

什么是化学换肤术?

果酸、水杨酸、复合酸，总有一款适合你

化学换肤术又称化学剥脱
术，时下风靡的“刷酸”术，就是
化学换肤术中的一类。该技术
主要通过化学物质作用于皮肤
表层，引起皮肤不同水平的可
控刺激，从而诱导皮肤表层和
真皮结构重建，起到治疗作用。

化学换肤术主要用于治疗
痤疮、黄褐斑、炎症后色素沉
着、毛周角化、鱼鳞病、皮肤光
老化、痤疮瘢痕等皮肤问题。
而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着关
于用牛奶沐浴可以使皮肤洁白
光滑的记载，而起作用的正是
牛奶中的乳酸。19世纪后期，

欧洲的皮肤科医生先后将苯
酚、巴豆油、水杨酸、雷锁辛及
三氯醋酸等用于治疗雀斑、痤
疮、黄褐斑和色素沉着等。
1974年，皮肤科专家Dr.Van

Scott和药学专家Dr.Ruey Yu

发现，果酸可以调节皮肤角化
和角质层片状剥脱，将其用于
治疗鱼鳞病并取得专利。经过
一个世纪的洗礼，化学换肤术
的概念和技术已逐渐成熟和完
善，现今主要在临床上活跃的
制剂以α羟基酸(果酸)、β羟基
酸(水杨酸)、复合酸、壬二酸以
及Jessner 溶液等为主。

化学换肤术，虽有着便捷，
快速的治疗优势，但在肤质、适
应症、操作时间、浓度选择、换肤
深度的把握等方面有着极高的
要求，化学换肤术还有着强烈的
个体化差异，不是美妆博主们简
单的一套刷酸攻略就能解决问
题的。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小伙伴
们，想要刷酸，一定要去有资质
的正规医疗机构!

专业的皮肤科医生会根据
不同的皮肤问题，为患者调整相
应的治疗方案。目前，省立医院
皮肤科已开展相应化学换肤术，
包含了果酸、水杨酸和复合酸。
果酸，是从水果、牛奶及果

酒中提取出来的α-羟基酸
(AHA)，目前临床上广泛使用
的就是从甘蔗中提取出来的甘
醇酸。这类酸的特点是分子量

小、渗透性强，能透过角质层
被皮肤吸收。不仅可以降低
角质细胞粘连性，促进角质
形成细胞新陈代谢，加快色
素的脱落，还能刺激胶原增
生，重建皮肤屏障。可以用于
黑头、闭口、痘痘、毛周角化
(鸡皮肤)、鱼鳞病(蛇皮肤);

也可以用于黄褐斑、皮肤暗
黄、肤色不均;低浓度的果酸
可以增加敏感皮肤的耐受，
重建皮肤屏障。高浓度的果
酸还可以用于治疗皱纹、晒
斑等抗老化治疗。

水杨酸，是从植物柳树
皮中提取出来β-羟基酸
(BHA)。这种酸的抗炎性强
(抗炎效能相当于氢化可的松
的88%)，脂溶性好，能有效溶
解角栓，双相调节角质。同时
兼备抗菌止痒作用，主要用
于炎症较重的痤疮、玫瑰痤
疮以及大油皮等。其刺激感
比果酸稍弱，对于有刺激症
状的患者，也可以选择水杨
酸治疗。
复合酸，顾名思义就是两

种及以上酸的复合体，复合酸
是果酸与水杨酸的复合制剂，

兼备了果酸和水杨酸的优势，
适合皮肤有多种问题的朋友，

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对果
酸的浓度进行调整。

痤疮治疗效果图

黄褐斑 治疗前 治疗四次后

毛周角化 第一次 第三次

皮肤淀粉样变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如果有上述皮肤问
题，欢迎您联系我们。

就诊时间：
周一至周日，
上午8：00-11：30
下午1：30-5：00
请先网上预约挂号

(推荐)或现场挂号。省立
医院皮肤科，为您的皮肤
健康，保驾护航。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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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院区泌尿微创一
科蒋绍博团队顺利完成一例超
高难度、极高风险的经腹腔路
径腹腔镜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
瘤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
患者各项指标监测均正常并康
复出院。

61岁的王红(化名)女士，
20多年前发现血压升高，一直
口服降压药物控制，但效果不
佳，血压波动很大，最高达到
220/110 mmHg，最低降至60/
40 mmHg，骤升骤降的血压常
造成患者头晕等不适。1个多月
前，王红查体时发现腹膜后有
一个富血供肿物，考虑异位嗜
铬细胞瘤。

嗜铬细胞瘤大多是来源于
肾上腺肿瘤，发生于肾上腺外
时称异位嗜铬细胞瘤或副节
瘤，颈部、胸部、腹腔、盆腔都有
可能发生，此类肿瘤以分泌儿
茶酚胺为主。儿茶酚胺激素可
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收缩压
可高达200-300mmHg，其主要
临床表现为剧烈高血压引发的
阵发性头痛、心悸、出汗等。因
此，异位嗜铬细胞瘤是一种非
常危险的肿瘤，就像一颗定时
炸弹，随时可能导致血压的骤
然升高，血压的骤然变化又极
有可能引发脑血管意外。因此，
尽早手术切除异位嗜铬细胞瘤
成为首选治疗手段。

王红的异位嗜铬细胞瘤位
置极为特殊，它长在了腹主动
脉与下腔静脉之间，左肾静脉
及右肾静脉的后方，右肾动脉
的前方，肝门的下方，位于各种
致命大血管环绕包绕中。手术
切除肿瘤的难度极大，稍有不
慎就会损伤到上述血管，有可
能造成大出血危及生命。王红
辗转多家医院都因手术风险太
大未被接收。万难之际，王红来
到省立医院，找到了嗜铬细胞
瘤领域富有经验的泌尿外科专
家蒋绍博教授，住进了省立医
院东院区泌尿微创一科。

考虑到患者的异位嗜铬细
胞瘤生长位置极为刁钻，术中
大出血等手术风险极高，入院

后，蒋绍博会同麻醉科、心内
科、重症监护室、肝胆外科、血
管外科、影像科诸多科室的专

家 ，举 行 了 多 学 科 会 诊
(MDT)，仔细评估手术可行
性，并研究手术方案。

经过周密论证，专家们制
订了相应的手术预案，在与王
红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后，王红
一家表示理解，同意手术并愿
意承担手术可能的结果，并表
达了对专家团队的完全信任。

经过10天充分的术前扩
容，手术室麻醉、护理团队准
备就绪。为了确保手术安全，
在手术开始前，蒋绍博团队再
次同肝胆外科卢俊主任、血管
外科种振岳主任、麻醉科王岩
主任就手术方案和术中突发
情况应对进行了沟通。

手术过程中，蒋绍博熟练
轻柔的为王红建立起气腹及
操作通道，仔细游离出下腔静
脉，上至肝短静脉，下至肾脏
下极水平；游离并暴露右肾静
脉及左肾静脉；探查见肿瘤位
于下腔静脉后方，将下腔静脉
及左肾静脉顶起，粘连严重。
仔细游离肿瘤，见肿瘤发出大
量血管进入下腔静脉及腹主

动脉，血供丰富，形态不规则。
整个手术过程犹如抽丝剥茧，
将肿瘤血供一一结扎离断后，
历时4小时，肿瘤连同包膜被
完整切除，手术顺利完成，术
中出血不到200 mL。由于术
扩容充分及术中麻醉精准控
制，术中血压及心率几乎无明
显剧烈波动，最大程度的保证
了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术
前及术后监测显示患者生命
体征稳定。

经过重症监护室一夜的
平稳过渡后，王红转回普通病
房，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患者
王红术后未服用降压药，血压
平稳正常，困扰王女士20多年
的高血压被彻底治愈了。术后
6天，顺利恢复出院。

回想起王红从入院到出
院的整个过程，蒋绍博教授感
慨颇深，此例异位嗜铬细胞瘤
手术难度巨大，风险极高，如
果不顺利可能会付出生命的
代价。但是医生的职责即是为
患者治疗疾病、解除痛苦，患
者期盼的眼神、家属坚定的信
任，是医生前进最大的的动
力，也是医学价值的最大体
现。

多年来，省立医院泌尿微
创一科肾上腺高血压外科团
队致力于复杂条件下肾上腺
疾病诊疗，积累了丰富经验，
成功开展了诸多巨大或异位
嗜铬细胞瘤治疗。此次，通过
泌尿外科团队、心内科、重症
监护室、肝胆外科、血管外科、
医学影像科团队及手术麻醉
护理团队的多学科密切协作
配合，成功完成这例超高难度
的经腹腔路径腹腔镜腹膜后
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术，治愈
了困扰患者20余年的高血压，
解除了患者血压波动造成心
脑血管意外的潜在危险，是对
异位嗜铬细胞瘤高危手术的
进一步探索，为医学同道处理
类似疾病提供了参考。

泌尿微创一科蒋绍博团队成功开展超高难度、极高风险
的经腹腔路径腹腔镜腹膜后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术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卫生
服务能力，降低产后出血发
生率，促进安全、高效、方便、
经济的产后出血处理技术的
推广和规范应用，在山东省
卫生健康委“第12批适宜卫
生技术推广项目”资助下，10
月24日，由省立医院主办的
山东省产科联盟产后出血处
理操作巡讲在菏泽市第二人
民医院成功举办。菏泽市卫
健委副主任王休禹、菏泽市
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油才
坤、省立医院产科副主任孟
金来等参加会议，来自菏泽
市各级妇幼机构及医疗机构
的代表60余人踊跃参会。

简短的开幕式过后，会
议正式开始。孟金来教授做
了题为《产后出血的预防与
处理》的专题讲座，结合指南
共识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
验，对产后出血的诊断、评
估、治疗和预防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

为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精心
挑选并详细汇报了两例凶险

性前置胎盘产后出血病例，与
会专家教授从孕期管理、终止
妊娠的时机、剖宫产术前的准
备、术中止血技术的要点等多
个角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赢
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

本次会议的一大特色是
采取了专题讲解、实操演练
与分组练习相结合的形式进
行授课。省立医院专家团队
孟金来、李磊、周宇及菏泽市
第二人民医院尹秀英主任分
别对产后出血常用的球囊压
迫、纱布填塞技术，常见的各
式子宫压迫性缝合技术，子
宫血管结扎术以及前置胎盘
剖宫产术中各种出血处理技
术进行了实操演示，认真地
为与会学员传授经验、解答
疑惑，并将学员分为四组，
“手把手”逐个指导学员进行
各项技术的实操模拟练习。

此次会议内容充实，形
式多样，赢得了与会人员的
热烈反响，大家收获很大，感
觉临床实用型非常强，大会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产科 刘霄)

省立医院主办的山东省产科联盟产后出血处理操作巡讲
暨山东省第12批适宜卫生技术推广会成功举办



A122021年10月31日
成员：卢骁 职工园地

医院2021年职工篮球比赛精彩瞬间
10月11日-22日，我院成功举办

2021年职工篮球比赛。赛场上，选手
们个个情绪高涨，不时地上演精湛
的球技，积极进攻，严密防守，精彩
配合。队员们充分发扬奋勇争先，顽
强拼搏的精神，周密安排、斗智斗
勇，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
觉盛宴。

摄影：肖雯 魏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