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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6日，山东省医学科

学院（简称省医科院）建院60周年庆祝大会
在济南举行，十年内培养出谢立信、于金明
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共获国家级科技成果
奖励21项、省科技最高奖3项，在全国率先
消灭黑热病、丝虫病、疟疾、麻风病，在国
内最早成功研制黑热病治疗用药“斯锑黑
克”并实现进口替代、成功合作提取“黄花
蒿素”推动青蒿素研究、成功研制生物工程
角膜并完成全球首例移植手术等一系列成就
跃然纸上。

忠勤诚笃一甲子，励志图强铸辉煌。据
省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韩金祥介绍，60年
来，一代又一代省医科院人扎根齐鲁大地，
忠勤诚笃、励志图强，有力促进了山东医药
卫生科技创新事业的全面进步，为护佑人民
健康、推动我省医学科研事业发展、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在人才建设、
医学科研、临床医疗、疾病防控、医学教
育、服务社会、对外合作、文化建设等领域
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省医科院一经诞生，就义无反顾担负起
了守卫人民健康的历史重任，在全国率先实
现以省为单位基本消灭黑热病、丝虫病、疟
疾、麻风病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
疾病，夺得新中国灭病史上“四连冠”，分
别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一、
二、三等奖等，在世界卫生史上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为护佑世界人民健康、战胜疾
病作出了突出贡献，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
“中国的成功经验”和“创造性的成果”，
并推广应用于亚非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最早
研制黑热病治疗用药“斯锑黑克”，结束了
我国黑热病药物依赖进口的历史；成功合作
提取抗疟有效单体——— “黄花蒿素”，对于推

动青蒿素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省医科院探索形成了

“研、医、防、教”有机融合、协调发展的
特色模式。共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21
项、省科技最高奖3项。特别是2003年以来，
山东省卫生行业获得10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省医科院独占6项，在肿瘤放疗、眼科角膜
病、麻风病等研究领域达到国内领军乃至国
际领先水平。一批高水平论文在《自然》
《科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发表，引领了山东医学科技创新发
展。

科研与医疗深度融合。目前全院已建成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国家卫
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等一批高水平科研平
台，年均在研国家级项目百余项，国家级项
目经费在科研经费中占比超过60%。研制出
生物工程角膜并完成全球首例生物工程角膜

移植手术，代表国际最高端放疗技术的肿瘤
质子治疗中心项目已启动建设。所属9家医
院每年为超百万患者提供优质诊疗服务，山
东省肿瘤医院、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皮肤
病医院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

对外合作成效显著，防治领域不断拓
展。拥有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与全球顶
尖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选派专家到海
外开展医疗援助，防治新技术推广应用于非
洲、大洋洲等发展中国家，彰显了医者形
象，为祖国赢得良好声誉和口碑。

开创“所系合一”的办学模式，服务社
会成果丰硕。基本建成本硕博一体化教育体
系，为国家输送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万人计划”专家、国家杰青等一批医药卫
生领域顶尖人才。研发出铂类系列抗癌药
物、葛根素及制剂、抗癌药替吉奥胶囊等一系
列新药，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习生 张凯娣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普通的疱疹病毒却让老人

食不下咽，只能靠插胃管、静脉注射来维
持，这些都是“忍痛”惹的祸。10月15至21
日是第15个“中国镇痛周”，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许多人对疼痛的认识还停留在“忍忍
就行”的阶段，殊不知慢性疼痛其实是一种
疾病，不及时治疗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还可能引发多种并发症，导致身心俱损。

对待疼痛既不过分担忧，也不一味忍
痛，而要树立正确的“疼痛观”。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疼痛护理学术小组组长韩立丽介

绍，疼痛是人体发生疾患的“求救信号”，
对于人体的正常活动具有保护作用。多种疾
病的早期症状或唯一症状就是疼痛，比如脐
周疼痛有时是阑尾炎最早期的症状，头痛可
能预示着鼻窦炎、脑部肿瘤等，因此对待疼
痛不能掉以轻心。但疼痛与疾病的严重程度
又并非成简单的正比关系。一些恶性肿瘤如
胃癌、肺癌、肝癌等，初期的疼痛并不剧
烈，而一些疼痛并没有明显器质性病变，但
掺杂了心理、环境等因素，疼痛十分剧烈，
如紧张性头痛等。

“从临床经验来看，忍痛是目前公众对
疼痛最大的误解。”韩立丽告诉记者，许多
患者认为疼痛只是疾病的症状，只要把疾病
治好，疼痛自然就会消失，但实际上还应区
别急慢性疼痛。专家表示，对于急性疼痛来
说，去除伤害疼痛的症状就会消失。但慢性
疼痛，即持续一个月以上的疼痛，就不再是

一种症状，而是一种疾病，需要尽早干预治
疗。

韩立丽曾护理过一位80岁老年患者，在
家耳朵疼、喉咙疼多时一直忍痛没有就诊，
直到吃不下饭才来医院。然而经检查发现，
其只是在耳朵、喉咙等部位出现疱疹引发的
疼痛。但由于就诊时间太晚，病情加重，患
者无法自主进食，治疗期间只能进行体外营
养支持。专家介绍，长期慢性疼痛会降低机
体的免疫力，引起神经、心血管、内分泌、
消化、呼吸等系统的功能失调，诱发各种并
发症。中老年人的关节痛最初可能仅仅是局
部的轻度充血水肿，但不及时处理，反复发
作会造成局部纤维化，造成关节僵硬，形成
器官功能障碍，造成骨关节病。持续的疼痛
还会造成睡眠障碍、精神障碍，引发情绪低
落等抑郁症状。

“很多人忍痛不去治疗是不知道疼痛该

去哪儿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疼痛科主任
医师王建峰指出。疼痛科在我国还属于相对
新生的科室，2007年原卫生部规定在我国二
级以上医院率先开展疼痛诊疗服务。“实际
上疼痛科就像一个导诊台，除有明确的身体
脏器部位疼痛及诱因外，对于不明原因的疼
痛患者来说，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王建
峰说，及时就诊疼痛科不仅能够有效合理地
控制疼痛，还可以筛查出疼痛的不同诱因，
指导患者前往相应专科进行进一步治疗。

据了解，慢性疼痛在我国有着庞大的人
群。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的患病率高达
30%。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至少约80%
的人群患有一种慢性疼痛，50%以上的老年
人被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慢性疼痛所困扰。而
随着老龄化的进展，慢性疼痛患者的人群还
将继续扩大，及时准确地治疗慢性疼痛对于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意义重大。

共获21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3项省科技最高奖

省医科院十年“长”出两院士

我国慢性疼痛患病率达30%，专家提醒———

忍痛是对疼痛最大的误解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主打“互联网+医联体+居家医养”

（IMH）智能服务联合体的山东凯尔福优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在济南举办发布会，宣布正式进入山东居家医养市场。
据悉，这是我省首个海外引进的居家医养项目。

十二五规划中，国务院即明确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是
养老照护的主体。然而在医养结合服务的推进过程中，由
于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居家老人难以在社区获得高品
质的医疗服务，使得居家医养对于许多老人来说依旧很遥
远。

为破解居家养老难题，让专业医养康护服务从医疗机
构延伸至社区和家庭，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引进具
有美国医养服务经验的凯尔福优。据介绍，山东凯尔福优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山东信商控股集团投资的中美合资企
业，成立于2017年底，主要从事居家护理、居家养老和医
养结合人才培训三大领域的服务。其独创的医养结合“互
联网+医联体+居家医养”（IMH）智能服务联合体，旨在
将专业的医护康养服务送入社区、家庭，解决社会日益增
长的居家医养服务需求，让需要帮助的人享受有尊严、有
品质的生活。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肖海清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投资4000万元、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的

青岛市中医医院养老康复项目已于日前开工建设，并将在
年内投入使用。为发挥中医药在健康养老方面独特的作用
和优势，今年以来，青岛市在医养结合实践中积极探索中
医药的融入，目前全市已建成6家中医医养结合型机构，
实现了“医养结合+中医药”。

据悉，这6家中医医养结合型医院包括三种模式：老
年公寓内开设老年病房、医院内设立老年护理院、医院养
老院两院一体。同时青岛还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中纳入
了3项中医药服务内容，通过家庭医生团队为居家养老的
老人提供中医药服务。

青岛市卫计委中医药处处长汪运富介绍，下一步，青
岛将加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为医养结合与中医药的联
合发展夯实人才基础。据悉，近年来青岛陆续实施了中医
药“十百千万”工程，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山东中医药大
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成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岛研究院，
与湖南中医药大学合作举办了岛城首个中西医结合护理研
究生培养项目，建成全国中医护理培训基地等措施，强化
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王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在济南召开

的“天使健康专项基金儿童罕见病医疗救助
项目第一届专家委员会会议暨儿童罕见病培
训班”上获悉，患特纳综合征、苯丙酮尿
症、生长激素缺乏症等10种罕见病的患儿有
望得到高达自付费用的75%，最高为30000元
的医疗救助。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理事
长、山东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副会长盖中涛
表示，罕见病是当今最复杂的健康科学难题
之一，为提高社会对儿童罕见病的认识和了

解，打造“政府政策支持、医院技术推动、
社会全面参与”的三位一体大健康格局，推
动儿童罕见病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提升儿
童罕见病的诊疗水平和罕见病儿童的生存质
量，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先期注资300万
元，与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会共同启动了
天使健康专项基金儿童罕见病医疗救助项
目。

按照该项目规定，年龄未满18周岁，在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救治的患儿，经该院
诊断为罕见病的，由患者主治医生推荐，可
申请本项目的救助。据悉，首次申请个案，

低保、低收入家庭，申请家庭超过两位病友
的家庭，已纳入医保或有其他联合救助但依
然无力支付的罕见病病友等以上情况者可获
优先救助。第一批儿童罕见病救助的病种包
括：特纳综合征、苯丙酮尿症、结节性硬化
症、生长激素缺乏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
生症、成骨不全症、马凡氏综合征、先天性
肾上腺发育不良、多发性硬化症、视网膜母
细胞瘤等10个病种。其中，无特效药物或特
食，有对症治疗的手术，手术病人自付费用
超过4000元（含）的，按自付费用的75%予
以补助，最高补助额为30000元（含）。

□张凯娣 刘宇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3日，山东省中医药服务百姓健康

行动暨中医养生保健膏方推广活动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山东省中医院）启动。

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治疗重大疾病
中的协同作用，以及在疾病康复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进一
步提高中医药的服务能力，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山东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任勇表示，此次膏方推广活动的举
办，符合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双创”要求，将成为传
播中医药文化、提升民众中医药文化素养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膏方研究、应用
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膏方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受益群体日益增加，临床医师的经验也不断丰富，这些为
膏方的研究、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开具的膏方数量从
2011年的300-400料发展到今年的近8000料。医院自开展膏
方的临床应用和相关科研以来，先后举办7次膏方学习
班，培养了大量膏方后继人才。多次组织膏方专家下基
层、进社区进行膏方宣教和义诊，为基层医院中医工作者
培训膏方理论和临床应用相关知识，向人民群众宣传膏方
在疾病预防、保健、治未病方面的卓越疗效，为膏方在山
东省的推广应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活动现场开展膏方现场制作、免费品尝等活动，吸引
大量居民广泛参与。同时，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东、西两院区以及山东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了大型专家
义诊咨询等系列活动。

□陈骏飞 田玉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小儿外科成功

救治一名1岁5个月患儿。
患儿因不明原因突然哭闹不止，并出现腹痛、腹胀、

发热等症状，辗转省内多家医院未能确诊且症状持续加
重，被送到齐鲁医院小儿外科就诊。经腹部检查发现，患
儿存在肠穿孔及管内有疑似枣核样异物。经过1个多小时
的手术，成功为患儿取出横穿其肠壁、长约3cm的枣核一
枚，并将穿孔的肠壁进行了修补。

□通讯员 陈伟 葛均辉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邹城讯 10月19日，邹城市医学影像中心在邹城

市人民医院孟子湖院区正式启用。
据了解，该中心实现了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直通

直联。通过数字化传输设备，患者在影像中心的检查结
果、影像信息可即时传输至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且两院
医师能够进行视频对话、实时互动，使会诊更便捷高效，
诊断结果更准确。邹城市民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到上级医院
的影像服务。

□锺睿 孙文德 王凯 报道
本报单县讯 近日，单县中心医院肝胆

外科医疗团队成功完成首例完全腹腔镜下右
半肝切除的微创手术，该院肝胆外科腹腔镜
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患者男性，76岁，因“右上腹疼痛不适
1周”入院，有“肝血管瘤”“贲门癌术
后”病史，上腹部强化CT显示：右肝巨大
血管瘤。经肝胆外科医师团队认真细致讨
论，及相关科室充分会诊评估手术风险后，
遵循外科微创及加速康复理念，选择完全腹
腔镜下（保肝）右半肝切除。

腹腔镜下右半肝切除术操作难度较开腹
手术大，且患者既往腹部手术史，腹腔有粘
连，使得手术难度进一步加大。该院副主任
医师郭祥峰团队仔细游离肝门，分别行右肝
动脉、门静脉右支结扎、离断，沿肝缺血线
超声刀结合电刀离断肝实质，所遇管道分别
给予结扎、切断，严格控制出血，在麻醉科
主任医师孙传良、手术室杨春艳的通力配合
下，手术顺利完成。

近两年来，该团队先后开展腹腔镜下脾
切除及贲周血管离断术，腹腔镜下左、右半
肝切除术等高难度手术，填补了鲁西南区域
肝胆外科微创技术发展的空白，标志着该院
肝胆外科微创化、精准化技术已进入常规
化、规范化阶段，为周边江苏、河南、安徽、山
东四省偏远地区肝血管瘤患者带来福音。

单县中心医院

完成首例完全腹腔镜下

右半肝切除微创手术

□通讯员 荆玉洁 葛均辉
记 者 李振 报道

本报五莲讯 近日，中国胸痛中心认证
工作委员会同胸痛中心总部发布关于《2018
年度第四批次通过省级胸痛中心联盟预检单
位》的通知，五莲县人民医院成为日照市唯
一一家通过该联盟预检的医疗机构，标志着
五莲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果。

自今年3月1日启动胸痛中心创建工作以
来，五莲县人民医院接诊救治急性胸痛患者
近700例，建立了以县医院为中心、各乡镇医
院为基点，基本覆盖全县的急性胸痛患者联
合救治网络，成员单位在急性胸痛急救方面
的技术规范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为该县
急性胸痛患者提供了更完善的诊疗平台。

五莲县人民医院

通过省级胸痛中心

联盟预检

10种罕见病患儿有望得到救助

我省首个海外引进

居家医养项目落户济南

中医药融入健康养老

青岛建成6家

中医医养结合型机构

中医养生保健膏方推广活动

在济南举行

齐鲁医院救治一例

枣核致肠穿孔患儿

邹城市医学影像中心启用

□甄再斌 王凯 报道

陶庄镇签约“家庭医生”助力精准扶贫
近日，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来到后院山村，免费入户为贫困家庭健康体检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有针对性地对贫困

户相关疾病进行就医用药指导，发放免费体检手册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等宣传资料，助力精准扶贫。目前，该镇卫卫生院已与全镇205户贫
困户489人签约“家庭医生”联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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