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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 “麻木、疼、凉的感觉都

没了，20多年的毛病全好了，真是妙手回
春……”4月2日，山东省立医院脊柱外科病
房，来自淄博的刘先生正准备出院，一边积
极主动地配合医护人员完成下肢和脚部的各
种动作，一边激动地连连感叹。

据山东省立医院脊柱外科专家丰荣杰介
绍，患者72岁，男性，曾因L4/L5和L5/S1腰
椎间盘突出，先后于1990年、1996年两次在
当地医院手术治疗，第一次手术后就出现下
肢麻木、双踝以下感觉消失、脚趾关节不
动、踝关节活动受限等症状。近10年左右开

始出现腰痛、双下肢麻木加重、冰冷感觉，
拍片显示腰椎又出现了滑脱。因近三个月出
现会阴部麻木、双下肢麻木进一步加重，来院
就诊，确诊为腰椎滑脱、腰椎管狭窄、脊神经
损伤。患者高龄，多次复发，病情重。多次手术
后复发的腰椎患者，局部组织瘢痕化，硬脊
膜、神经根、瘢痕、肌肉、骨质粘连在一起，在
裸眼下很难分辨，粘连重，出血多，神经组织
与瘢痕组织分离困难，容易损伤。显微微创技
术采用显微器械操作，可以轻松分离神经、硬
脊膜与瘢痕组织，减少神经损伤，加快手术进
度，止血彻底，刀口感染率低，有效避免了传
统手术时间长、创伤重，术后症状加重、出血

等并发症。丰荣杰医生团队凭借对此类疑难
复发病例的丰富经验，常规采用显微镜下脊
柱微创治疗，历时2个小时，顺利完成手术。

手术效果明显，两天后，患者会阴部麻
木感，双下肢麻木感、冰凉感消失，右足趾
恢复活动功能，左脚感觉、神经功能明显好
转。29年的腰椎复杂、复发性痼疾在第三次
术后2天感觉与运动功能就能够明显恢复。

丰荣杰分析认为，这得益于显微微创技
术在腰椎手术中的应用，减压精准，彻底松
解被压迫的神经组织，保障了神经组织的安
全，避免了神经减压与椎体复位过程中的再
损伤现象，为术后神经功能快速恢复创造了

条件，大大提高了手术疗效，为病情复杂、
神经损伤重、复发的退变性疾病患者及椎管
内肿瘤患者进一步开展手术治疗，最大限度
地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思路和希
望，而不必再半残守缺，在忍受中度过余生。

显微脊柱外科手术代表着未来脊柱外科
手术的发展方向。2017年4月中国在上海成立
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显微学组，标志
着国内大医院也开始重视显微镜及显微技术
在脊柱手术中的应用。山东省立医院脊柱外
科副主任医师王乃国自豪地说，山东省立医
院显微微创技术在脊柱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方
面始终与国际保持同步。

□ 本报记者 李振

这不是一碗普通的面。
3月18日，在济南市梁庄大街的家里，

程海英为记者端出了一碗刚出锅的面条：加
了小白菜汁的蔬菜面颜色碧绿，根根分明，
看上去十分诱人。“做成这碗面，我花了三
年时间。”程海英说，为了让面条出锅后不
至于马上散成一团糊糊，三年间不知道浪费
了多少袋面粉。

这碗面背后是一个特殊群体一双双期待
的眼睛，他们就是苯丙酮尿症患者。

2002年10月，程海英生下了儿子小涛
（化名）。不幸的是，出生仅22天小涛即被
诊断为苯丙酮尿症（PKU），一种由于基因
突变导致的罕见病，患儿体内缺乏一种苯丙
氨酸羟化酶，无法代谢日常食物中的苯丙氨
酸。只有小学文化的程海英不明白这意味着
什么，但医生的一句话让她铭记在心：儿子
必须严格控制蛋白质的摄入，否则就会因为
体内苯丙氨酸的累积使大脑受损，智力下
降。这意味着，作为母亲，她必须为儿子每
天三顿提供符合标准的低苯丙氨酸餐饭。

程海英是面点师出身，自觉为儿子做饭
不是难题，然而面对PKU专用面粉，她却跌
了跤：脱掉蛋白质的PKU面粉揉成的馒头硬
得像石头，根本咬不动，面条下锅一煮就变
成糊糊。让儿子吃上饭的朴素想法支撑着
她，手工擀面不行，她就买来小型面条机，
结果把滚轮压弯了也没成功。她咬咬牙添置
了一台专业的面条机，对着面饼反复碾压，
用三年时间找到了维持面条在出锅后3分钟
内根根分明的碾压遍数：53遍。几年时间
里，程海英通过不断地试错、改进，掌握了
40余种PKU面点的制作方法，不仅有馒头、
面条等常见的主食，还能做出饼干、蛋糕等
美味的点心，口感也有了很大提升。

“当时关于PKU的信息很少，什么食物
不能吃，什么食物能吃，能吃多少，连医生
都没有标准答案。”程海英回忆。由于许多
患儿喂养不恰当，很多在添加辅食后出现了
临床症状。看着自己的“同盟军”一个个掉
队，程海英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她要为
PKU患儿制作一张专属餐单，让患儿家长可
以照单配餐，让更多的PKU患儿吃饱、吃
好。

“制作PKU餐单关键是确保添加进的每
一种食物的苯丙氨酸维持低水平，且总量摄
入达标。”程海英说。最初几年，自己没法
定量测定每种食物的苯丙氨酸含量，她就通
过比对儿子食用某种面点一段时间后的血液
指标变化来判断：新加一种食物，给儿子试
吃一周，如果血液检测合格就可以继续。从
鸡蛋、土豆，到菠菜、油菜，常见的食材程
海英几乎在儿子身上都试了一遍。代价就是
从6个月添加辅食到上小学前，儿子需要每
周进行一次血液检查。直到七岁的一天，儿
子突然拒绝吃饭：“妈妈，我再也不想当你
的‘小白鼠’了。”

儿子的抗拒让程海英意识到，仅靠观察
血液指标的变化，只能保证这张菜单适合儿
子，要想它更科学，对其他患儿有指导意
义，必须定量分析每一种食物中的苯丙氨酸
含量。2014年到2015年，她带着自制的样品
跑了济南市多家机构申请化验。最后，这个
靠低保维持一家生活的妈妈倾尽2万多元的
积蓄，对4种面条、4种饼干以及蛋糕、面包
等11种面点进行了苯丙氨酸的定量检测，凝
聚成一张饱含大爱的PKU餐单。她把自己摸

索出来的PKU面点制作方法无偿分享给数百
位患儿家长，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的咨询和
疑问，被邀请到福利院指导厨师如何准备
PKU孩子的特殊餐食，成为PKU圈子中有名
的“特食妈妈”。

“特食妈妈”的一碗面折射出一个产业
的艰难起步。“PKU面条属于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是给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
代谢紊乱以及其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配方
食品。这类食品在国内起步晚，种类相对单
一，患者长期依赖进口产品。”济南市妇幼
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主任邹卉告诉记
者。截至去年10月，全国此类通过配方注册
的产品仅有18个，涉及PKU患者的仅配方奶
粉一个。

邹卉说，山东省是PKU的高发地区，发
病率在七千到八千分之一左右，患者必须依
靠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维持健康。此外还
有大量糖尿病、肾病、肿瘤等各种疾病以及
术后恢复人群，都需要依赖这类食品进行营
养干预。如何为这一人群提供安全、经济、
方便的特食支持，需要有关各方进一步努
力。

□张凯娣 王凯 杨百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肝脏体积明显增大，肝

内广泛分布大小不等低密度灶……”4月1
日，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省
影像所）CT诊断专家柳澄，为在济南市济
阳区中医医院住院的患者刘某，签发首份由
两家医疗机构共同给出的CT影像检查报告
单，这标志着我省省级医疗机构开始向县级
输出“第三方服务”。

县级医院拍片，省影像所诊断。据该所
所长王光彬介绍，双方约定，凡在济阳区中
医医院拍的CT、磁共振等医学影像数据，
均通过远程网络传送到省影像所山东省远程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数据平台，由副主任医师
以上的医学影像专家实时阅片，与济阳区中
医医院派驻的影像科医生共同签发诊断报

告；济阳区中医医院将只负责图像采集，不
再单独提供诊断服务。借助“互联网+”平
台，实现两地影像中心异地同步运转，形成
基层检查、省级诊断、及时报告的新型诊疗
服务模式。同时，省影像所对济阳区中医医
院的日常影像检查中体位摆放、参数设置、
扫描模式等方面给予标准化、规范化指导，
达到标准化数据要求，合作期为三年。

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水平，让病人在家门
口享受到省级专家的服务。济阳区中医医院
党总支副书记武玉良表示，病人在家门口医
院拍片检查，拿到的是省级专家给出的诊断
报告，就不用再拿着片子跑省城，也避免了
很多重复检查。优质医疗资源可惠及所有基
层患者，提高患者的就医满意度与获得感。
同时，有了省级专家的指导，能够有效缓解
基层医院影像人才紧缺、技术匮乏，大大改
善县级医院的一些设备受技术限制，很多功
能不会用、没人用等问题，最大限度地提高
设备的利用率，极大地提升了基层影像检查
技术和诊断专业水平。

集中医学影像诊断平台、提供社会化专
业服务，或成未来医院医联体、医共体建设

的发展方向。省影像所所长王光彬分析认
为，随着近年来医疗健康事业的蓬勃发展和
医学影像设备的迭代升级，医学影像人力资
源不足、“机器好买、人才难求”，以及诊
断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突出。省影像所作为
山东省远程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向基层医疗
机构提供“第三方”在线服务，医学影像专
科医生24小时值班，统一阅片、签发诊断报
告，不仅能破解影像医生紧缺的难题，还能
极大地提高影像医生的工作效率，实现医学
影像专业医生这一优质稀缺社会资源的科学
统筹配置、集约使用，不仅有利于推动医学
影像专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影像专科医生的
培养和成长，更能使广大患者无论身处乡村
还是城市，都能享受到更加专业、权威、准
确的诊断。

上下联动、分工协作，构建分级诊疗服
务新体系。王光彬分析认为，随着信息技术
融入医疗服务的深入，以及我国市场化进程
的加快，各级医疗机构的围墙、“信息孤
岛”已经开始打破，一个跨界、融合优质医
疗资源互通共享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省级机
构将通过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学影像开展一

系列统一化、标准化的技术培训指导，推动
我省医学影像诊断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同质
化，逐步建立起全专结合、分工协作的新机
制。有效采集符合数据规范要求的居民健康
信息，进一步丰富医学影像数据库，为构建
我省覆盖全生命周期、全人群的医疗健康服
务提供基础性数据支撑，让患者得到更加快
捷高效的诊疗服务。

此举将对我省医学影像诊断水平产生重
大影响。山东省远程医学中心主任张喜雨认
为，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是我国目前规
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唯一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省级医疗机构，集医学影像学诊
断、介入治疗、科研和教学培训于一体，拥
有同步世界的技术、人才优势，是山东省远
程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和山东省医学影像质量
控制中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整合各
种资源，构建省级医学影像诊断平台，不仅
有利于实现我省这一领域科研、临床的长远
发展，也对提升我省医学影像诊断水平同质
化、准确度大有裨益，能够更好地将智力资
源转化为切实的群众实惠，具有深远影响和
战略性意义。

省级医疗机构首次向县级输出“第三方服务”

构建分级诊疗服务新体系

自掏腰包作化验，把儿子当做“小白鼠”研制餐单并无偿分享给患儿家长，程海英把这些

看做是———

一个“特食妈妈”的使命

□通讯员 刘宇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日，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小儿推

拿防控基地成立大会在济南召开，会上为145家省、市、
县基地授牌，省基地为山东省中医院。这标志着我省运用
传统中医药技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事业步入新的阶段。

据基地负责人、山东省中医院推拿科主任于娟教授介
绍，我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患病率都超过70%，儿童
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位。省级基地将采取
多种形式做好相关培训，并对市级、县级基地定期进行督
导和帮扶，构建“省－市－县－乡镇（街道）”四级服务
网络，使大家能熟练掌握小儿推拿防治儿童青少年近视适
宜技术，降低近视发病率，造福一方百姓，为更多的儿童
青少年视力健康提供保证，给孩子们带来光明的未来。

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立足齐鲁小儿推拿流
派——— “孙重三小儿推拿流派”在防治儿童视力减退方面
已有几十年的丰富经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在海内外广
受赞誉。

□通讯员 张瑞雪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在

血管内超声指导下完成生物可吸收支架植入手术。
据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鹿庆华介绍，患者为

中年男性，因心绞痛入院，冠脉造影提示前降支中段严重
狭窄，需支架植入解除狭窄病变，改善心肌供血，降低心
梗、猝死等风险。考虑患者为中年男性，使用传统药物涂
层金属支架，再狭窄率逐年增加，经介入团队反复商议，
建议患者使用生物可吸收支架。

该支架也称生物可降解支架、生物全降解支架，采用
在人体内可降解吸收的材质制成，支架携带药物，通过药
物缓释抵御血管再狭窄，最终降解并完全被组织吸收，血
管结构功能恢复。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
（NeoVas）已于2019年2月26日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上市，该产品是自主研发的国内安全性优异的全
球意义上的第二代生物可吸收支架，是引领第四次介入治
疗革命的重大创新产品，是继金属药物支架“血管再通”
后心血管治疗领域的又一次革命，也是PCI技术的又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

NeoVas生物可吸收支架从植入后至完全降解吸收的
整个寿命周期分为支撑期、降解期和康复期三个阶段。术
后1年为支撑期，支架植入、血运重建内皮修复，实现支
撑狭窄血管功能；术后1至3年为降解期，这是支架开始降
解逐步吸收的过程；术后3年以上为康复期，支架完全降
解吸收，完成“血管再造”，恢复自然血管状态。

NeoVas生物可吸收支架与金属药物支架相比，在血
运重建和安全性方面无统计学差异，但支架降解后患者血
管基本恢复至原位血管的弹性，表现出统计学优效，实现
“血管再造”，避免金属植入和残留，为患者带来福音。

精准安全、优质高效。此例手术为省内第二例、国内
第五例，标志着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成为国内为数不多掌握
并开展该技术的医院之一。

□赵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一周内，山东大学附属

济南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连续微创治疗7例
85岁以上高龄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患
者，术后疼痛明显缓解，1天即可下地，2天
基本恢复生活自理状态出院。

随着老年人年龄增长，骨质疏松日益严
重。据济南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主任龚维明
介绍，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是骨质疏松较
为严重的并发症，患者常在轻微外力或无外
力的情况下出现胸、腰背部疼痛，活动受
限，伤后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采取经皮穿刺椎体后凸成形手术进行微
创治疗，效果良好。在患者背部做一约2mm
的切口，用特殊的穿刺针在X线监护下经皮
肤穿刺进入椎体，建立工作通道，将骨水泥
或人工骨注入椎体内稳定骨折椎体，防止进
一步塌陷，明显缓解疼痛。文献报道疼痛的
缓解率为80%～95%。手术为局麻，风险较
低，整体手术时间仅为30分钟，术后患者即
可离床恢复正常生活，减少了长期卧床相关
并发症的发生率。

□通讯员 季锐 李小诗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举办齐鲁消化

疾病及消化内镜高峰论坛。
论坛引领消化前沿，聚焦研究热点，设消化道早癌、

炎症性肠病、肝胆疾病、胃肠动力、青年论坛、护理论坛
等十余个热点专题论坛。以李兆申院士为代表的海内外专
家云集，从基础、临床研究到各种内镜手术操作，为与会
代表和通过网络收看的同行带来了多维度、高质量的学术
盛宴。会议第一次采用5G信号转播和VR手术演示，大大
增加了手术操作观摩的临场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成立于1959年，历经60年
的不懈追求，在共聚焦显微内镜、小肠镜、功能性胃肠
病、人工智能和内镜手术机器人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已经发展成为泰山学者岗位、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并进入复旦学科排行榜前十。

省立医院脊柱显微手术治愈疑难复发患者

济南市中心医院

微创治疗高龄

骨质疏松椎体骨折

儿童青少年近视小儿推拿

防控基地落户省中医院

山大二院完成

生物可吸收支架植入术

齐鲁医院举办齐鲁消化疾病

及消化内镜高峰论坛

□赵连君 王凯 报道
4月8日，滕州市善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到辖

区幼儿园，对手足口病、结核病等春夏多发传染性疾病的
防控进行现场指导，保护孩子健康。

□钟玺 范晓苹 王凯 报道
近日，青岛市香港路小学的15位学生与家长走进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通过聆听讲座、参观中医药文化基地、观摩中医药绿色疗法等，

深入体验和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让祖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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