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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文

□ 本报记者 李振

一年时间，接连收到两张不同部位的癌
症诊断书，的确够不幸了。不过老徐却常
说，自己有福气，省城大医院自己无门无
路，却总能找对专家，享受“绿色通道”待
遇，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他说：“俺的
福气是张院长带来的。”

老徐家住沂南县华山路，今年69岁。他
口中的张院长是山东省胸科医院派驻费县探
沂镇中心卫生院的“业务院长”张建华。去
年8月，常年患风湿病的老徐在当地复查，
没想到却意外收到了一张癌症诊断报告。当
地医院诊断老徐患上了胆管癌，且可能已转
移到胰腺，需要手术治疗。这让一家人顿时
陷入恐慌和焦虑。

就在这个月，张建华作为山东省从二级
以上医院选派的436名业务骨干之一，来到
费县探沂镇中心卫生院出任“业务院长”。
在卫生院，老徐的家人遇到了张建华，将老

徐的情况和盘托出，希望得到省里来的专家
的建议。

“已经出现转移，手术的意义有多大？
最好找专家评估一下。”在张建华的建议和
联系下，老徐来到了以肝胆微创见长的山东
省立三院肝胆外科。经过几天的检查、检验
和会诊，专家排除了胆管癌的可能，老徐的
这次“癌症”原来是虚惊一场！

一次及时的转诊复查，让老徐避免了一
次手术，甩掉了巨大的心理包袱，也让一家
人对这位省城来的“业务院长”信任倍增，
老徐更是将张建华视作自己的“福星”。

今年7月，又到了老徐例行复查风湿病
的时间。没想到，这次检查后，他竟然又收
到了一份癌症诊断报告——— 肺癌。老徐赶忙
叫家人拿着资料找到张建华，心里暗自希
望：希望“福星”这次再帮自己把肺癌“排
除”了。

拿到检查报告，张建华心里咯噔一下：
这次不一样，病理报告已经十分明确是腺

癌，老徐这次手术恐怕难以避免。是在当地
做还是去省城做？有风湿病，常年用激素治
疗；有糖尿病，已出现多种并发症，考虑到
老徐的基础病，张建华建议：去省胸科医院
吧！一来省胸科医院在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
和治疗领域更权威，二来是自己的派出单
位，协调调动转诊更方便。张建华的诚恳解
释坚定了老徐和家人的决心，“走！去济
南！”

依托今年7月11日正式运行的连通探沂
镇中心卫生院和省胸科医院的远程会诊中
心，老徐的转诊流程马上启动。在省胸科医
院，“绿色通道”即时开通——— 各项检查、
化验结果传至胸外科，专家提前制订手术方
案；相关的风湿免疫、内分泌等专家进行会
诊，为手术顺利实施做好准备；在分管院长
的协调下，为老徐安排好床位……7月17
日，老徐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济南，当天住
进医院，开始接受术前检查。2天后，手术
如期进行。

身在探沂镇的张建华始终牵挂着老徐。
考虑到只有老徐儿子一个人陪同，照料老人
不方便，张建华特意打电话嘱咐，术后让老
人在ICU多住两天，恢复得好些再进普通病
房。周末，张建华马不停蹄地赶回济南，熬
小米粥、肉粥，煲海参……变着花样制作病
号餐送到老徐的床前。“俺在济南有亲
人！”品尝着软烂可口的粥饭，老徐感动不
已。

如今，老徐已回到当地医院开始接受化
疗，各项指标正常。而作为“业务院长”，
张建华帮助当地患者便捷转诊、会诊的工作
还在继续。打通上下连通的渠道，让优质资
源真正服务基层患者，去年山东省推出“业
务院长”选派以来，累计有497名“业务院
长”扎根乡镇卫生院，成为连接卫生院与大
医院、大专家的桥梁，为基层群众增添了一
条接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快捷通道。截至目
前，全省“业务院长”已建立转诊通道129
条，转诊患者超过800名。

□实习生 任秀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就想找个朋友做个伴

儿，最后能不能结婚就看缘分了。”61岁的
韩庆云（化名）征婚3年，如今这个词在她
口中已悄然被替换为“找朋友”。记者在10
月25日济南中山公园举行的“泉映晚霞”鹊
桥会上采访发现，如今以“50后”为主力的
银龄婚恋正显现出重视情感需求、敢于追求
幸福等积极迹象，但同时，财产处理等现实
问题也成为老年人终成眷属的障碍，“只牵
手不登记”成为许多老人的无奈选择。

“有合适的就见，前后见面的有七八
个，电话微信联系过的有10多个。”说起自
己这些年“找朋友”的经历，韩庆云并不避
讳。退休后，韩庆云一直与儿子一家住在一
起，但不独居不意味着不孤独。“有些话不
好跟子女说，只能自己憋着，时间长了，心
里堵得慌。”在老伴去世3年后，她鼓起勇
气再次寻找伴侣。

“‘鹊桥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3届，每
年参加的人数都有明显的增加。”活动承办
方之一、济南日月坛婚姻服务有限公司销售
部主任张迎告诉记者。今年活动报名人数更
是突破了500人，首日到场人数超过800人，
场面甚是火爆。

银龄婚恋持续升温的背后是全社会日益
加深的老龄化。截至2018年年底，山东省60
岁以上老年人有2239万，在有60岁及以上老
年人的家庭中，“空巢”家庭的比例高达
60 . 4%，其中，单身老人户数占比达22 . 1%，
银龄婚恋有着数量庞大的刚需群体。此外，
这些年来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也让老
人们有余力去追求晚年的幸福。

新一代老人观念的变化催热了银龄婚
恋。张迎分析，以前人们觉得只要人老了，
就不再有情感的需要了，老人的生活里只有
子女和第三代，很少考虑自己。新时代老人
身上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眼下老年人婚恋群

体中以“50后”为主，这一曾孕育我国最早
一批独生子女的群体，展现出较上代人更加
开放和多元的观念，他们的自我意识更突
出，步入老年后也更有勇敢追求“夕阳
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50后”在寻找伴
侣中更倾向于“不将就”。“不仅是找个搭
伙过日子的，更要找个真心实意对我的
人。”63岁的王君（化名）表示，如果不是
各方面条件都满意，就不考虑再婚。韩庆云
也说，老年人“找朋友”不像年轻人是“必
需品”，能遇到更好，遇不到也不强求。

“不将就”意味着婚恋门槛相对较高。
记者注意到，在“鹊桥会”的报名老人信息
表上，不仅有随和、有共同语言、人品好等
对对方的主观感受的要求，还有收入、房车
情况、户口、子女状况、健康状况等现实需
求，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年轻人相亲。

幸运找到了有缘人，但更棘手的问题还

在后面。一旦老年人再婚，必然面临后续的
财产分割、老人赡养等问题，如果不能与两
个家庭、双方子女达成一致，很难走向婚
姻。“相比年轻人看着合适就结婚，老年人
相亲的登记结婚率很低，牵手的多，登记的
少。”张迎回忆。这些年来自己介绍成功的
老人已有30多对，但真正登记的只有几对，其
中的关键就是找不到妥善处理财产问题的方
法，无法获得亲人，尤其是子女的认可支持。
因此许多老人避开矛盾，选择同居或试婚。

对于银龄婚恋，婚恋专家建议，老年人
要摆正心态，对于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
伴，要做到心中有数。在交往过程中要慢慢
发展，多交往几次了解更深入。最重要的是
老年人脾气性格、生活习惯都很难改变，双
方要互相包容，多关心对方。在财务方面，
老人可以在婚前对各自财产进行公证，或是
对未来的财产分割、赡养等问题进行约定，
提前化解可能出现的矛盾。

□刘烨臻 焉然 卢骁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5日，山东省立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婕告诉记者，随
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发展，针对阻断乙肝母
婴传播的药物、技术手段已日趋完善，乙肝
妈妈通过及时有效的干预，能拥有健康的宝
宝。

母婴传播是造成乙肝家族聚集现象的主
要原因。据李婕介绍，乙型肝炎作为一种病
毒性的传染病，主要有母婴、血液、性等传
播途径。我国目前仍有9000万左右乙肝病毒
携带者，50%以上慢性乙肝感染者源自母婴
传播，而在育龄期范围的女性大约有300万
人。

主动进行乙肝母婴阻断可从源头上杜绝
乙肝病毒传播。开展备孕评估，乙肝病毒感
染的育龄妇女，孕前应前往肝病科咨询，评
估自身状态是否适合妊娠：孕前检查肝功能
正常者可怀孕；若孕前肝功异常，且符合抗
病毒治疗的指征，可先行抗病毒治疗，待病
情稳定再考虑妊娠；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的
病人一般不建议怀孕，因为妊娠会加重患者
的肝脏负担，甚至还会危及母子生命安全。

妊娠24周～28周是进行母婴阻断的最佳
时期。如育龄期女性在服用抗乙肝病毒药物
期间怀孕，需要咨询肝病科医生，评估药物对
妊娠是否有影响。怀孕后应密切监测肝功能
和乙肝病毒载量。妊娠期肝功能异常者，应及
时到肝病科就诊，决定是否需要行抗病毒治
疗。高病毒载量是造成乙肝母婴传播最主要
的危险因素。为降低母婴传播风险，国内外各
大指南均建议：HBV DNA≥2×10^5IU/mL
（即病毒载量）的孕妇在妊娠24周～28周应
口服抗病毒药物进行阻断。对于高病毒载量

孕妇，孕期行羊膜腔穿刺术会增加胎儿发生
宫内感染的风险。对有乙肝病毒感染家族
史、一胎感染史者，可与患者充分沟通，
权衡利弊后决定是否接受更积极的阻断干
预。

剖宫产还是顺产？对于生产方式的选
择，病毒载量是关键。据李婕介绍，对于高
病毒载量的孕妇，在妊娠期接受有效抗病毒
干预后，分娩方式不影响HBV母婴传播。妊
娠期以母婴阻断为目的进行的抗病毒治疗，
产后可立即停药，停药后需密切监测病毒反
弹和肝功能异常的情况，建议在产后30天-
50天内前往医院检查肝功和病毒载量，必要
时进行进一步处理。

产后联合免疫阻断——— 疫苗加高价免疫
球蛋白，让宝宝更安全。产后进行联合免疫
是阻断母婴传播的重要措施。乙肝病毒携带
的孕妇应在婴儿娩出12小时内，尽早完成乙
型肝炎疫苗和高价乙肝免疫球蛋白的联合免
疫，并在1月龄和6月龄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

针乙肝疫苗。完成联合免疫后的1-2个月，
大约在7月龄～1岁间，是新生儿检测是否阻
断成功的最准确时期。婴幼儿产后接受规范
的联合免疫后可以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会
增加婴幼儿感染乙肝病毒的风险，但如有乳
头破裂出血等情况时应暂时停止哺乳。

乙肝是传染病，不是遗传病！源头上阻
断乙肝母婴传播能改变一个家族，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乙肝母婴传播是我国乙肝病
毒的主要传染途径，有效控制母婴传播这一
环节，可从根本上降低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携
带率，是真正意义上的源头阻断。对此，医
生和准妈妈都应该进一步提高认识，正确对
待。

李婕呼吁，设立乙肝母婴阻断门诊，建
立完善的乙肝母婴阻断管理流程体系，开展
乙肝患者的源头管理，对乙肝育龄妇女实施
必要的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社
会多方的协作和支持，更需要广大妇产科医
生的积极响应。

□赵梅 刘鹏珍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市中心医院援藏医疗队赴白

朗县开展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
医疗队专家根据援藏工作安排，与县卫生服务中心业

务骨干组成医疗小分队，先后奔赴者下乡、东喜乡等6个
乡镇中心小学、幼儿园，为适龄儿童进行先天性心脏病免
费筛查，以早期发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并给予早期干
预、治疗，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在一周内，医疗队共
筛查2029名小学生与幼儿园小朋友，发现疑似先心病儿童
9名，并经进一步检查确诊后采取相应处理，确保祖国花
朵健康成长。

□肖振良 刘宇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在厦门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医院

院长年会上，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
获2019“全国医管精典案例奖”和“人文医院目标支持系
统研究课题合作单位”两项殊荣。

据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任勇介绍，医院报送
的“智慧病区解决方案”案例摘得智慧医疗类桂冠，副院
长李吉华上台领奖并受邀参加“智慧服务重构医疗”大咖
访谈，以及“从变革精神到文化植入——— 做有态度和温度
的医院”主题专场。自今年4月导入“目标支持系统”
后，全院各项数据指标相比2018年有明显改善。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1日，济南市首届朗生杯“泉城最

美药师”“十佳示范药店”“金牌服务明星”系列评选活
动揭晓。

此次活动由济南市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和济南药学会联
合举办，旨在加强济南市药师队伍建设，提升药品流通企
业影响力，提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推动药品安全社
会共治。

活动期间，来自全市的药师和各大药店积极报名参
选。最终，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宫英等30人获“泉城最美
药师”称号，济南平嘉大药房有限公司圣邦店等10家药店
获“十佳示范药店”称号，济南市儿童医院高燕等10人获
“金牌服务明星”称号。

□通讯员 王文斐 谢静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史本

康团队通过AR（增强现实）技术，完成了一例骶神经调
控术。

接受手术的患者是一位饱受顽固性尿频折磨的男性。
10余年来，患者每天白天小便30次-40次，夜尿最少5次，
时时刻刻都有尿意，全国各地到处求医，均未找到满意的
治疗方法。在齐鲁医院，史本康团队经过谨慎评估后决定
行骶神经调控术。该手术需要将一根刺激电极精准放置到
骶3神经孔，并与骶3神经走向一致。以往实施这种手术需
要X线进行反复定位，手术时间长，X线暴露时间较长。
此次手术团队借助AR技术获取全息影像信息，将患者虚
拟的3D数字模型与患者骶骨重叠在一起，在术中对骶3神
经孔进行精准穿刺，大大提高了手术精准度，减少了手术
时间和X线暴露时间。据悉，该项技术为国内首例。

□杨翠红 王凯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系统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系列扶贫活动。
健康扶贫围绕“夯实基础、提升质量、共促脱贫”，

发挥行业资源优势，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健康
扶贫活动，着力解决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
题，为困难群众送去暖心政策和贴心健康服务。

□任秀 吕海波 王凯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1月22日至23日，滨州医学院特殊教育

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暨“泰山学术论坛——— 听力与言语康
复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新进展专题”在烟台举行。

美国密苏里大学终身教授、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院士任
晃荪，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程京受聘名誉理事长。中国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孙喜斌当选理事长。

据孙喜斌介绍，实行理事会治理是学校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推进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理
事会将探索新形势下产教融合的新机制，提高应用型人才
培养质量，打造以学院为中心，以各类医疗机构、康复机
构及残联等单位为支撑的多层次、立体化办学体系，推动
特殊教育事业发展。

开展备孕评估，孕后抗病毒治疗，产后联合免疫阻断———

及时有效干预可终结乙肝母婴传播

建立转诊通道129条，转诊患者超800名，“业务院长”为基层群众带来转诊新体验———

老徐的两次“癌症”转诊

勇于追求幸福，再次择偶“不将就”，财产处理成再婚障碍———

只牵手不登记，“50后”婚恋喜忧参半

济南市中心医院援藏医疗队

赴白朗县开展儿童先心病筛查

省中医院获

2019“全国医管精典案例奖”

济南市首届“泉城最美药师”

等系列评选活动揭晓

齐鲁医院完成

全国首例AR骶神经调控术

泰山学术论坛在烟台举行

威海市环翠区

健康助力精准扶贫攻坚

□单琳 王凯 报道
11月18日，又一台达芬奇机器人落户青岛市立医院，并出色完成第一台手术，为一位74岁男性患者实施了肾根治性切除术。
左图：达芬奇机器人拥有7个自由度的机械臂，可突破人手极限转腕操作，在狭窄解剖区域中比人手更灵活，完成人难以完成的

精细化操作。
上图：医生团队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进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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