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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通讯员
杜晓林)初冬泉城，雪映松枝。11月
20日，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韩济生院士生殖医学工作站揭牌
仪式在该院隆重举行。作为全国首
家生殖医学科“院士工作站”，它
的成立将为医院搭建更高层次的科
研平台，进一步推动医院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同时也标志着山东省
生殖医学医疗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山东
省卫计委副巡视员刘绍绪、山东中
医药大学副校长张成博出席揭牌仪
式并讲话。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院领导以及职能科室负责人
参加了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由院长除云生主持。
首先由医院党委书记葛明致辞，葛

明在致辞中表示，今天医院迎来了
韩院士和他率领的专家团队亲临揭
牌仪式，韩院士与生殖医学科有着
良好的合作基础，院士工作站的成
立，将有力地推动辅助生殖医学更
好更快的发展，为更多不孕不育患
者家属带来欢乐和幸福。同时，也
必将对临床多学科专科发展产生巨
大影响。我们也会将以院士工作站
为依托，加强建设科研合作，充分
发挥中西医结合特色优势，进一步
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服务百
姓，造福人类。中国科学院院士韩
济生与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副巡视员刘绍绪共同为院士专家
工作站揭牌。

随后，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张成博做重要讲话，张成博在讲话
中指出，中国科学院韩济生院士生

殖医学工作站，是以韩济生院士团
队与二附院共同建设的高层次科技

创新平台。二附院要以院士工作站
为依托，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的引

领和集聚作用，坚持走科技创新的
发展之路，进一步提升医院医疗质
量和科研水平。

山东省卫计委副巡视员刘绍绪
在讲话中表示，设立“院士工作
站”是实施“科技兴卫”和“人才
强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
韩济生院士工作站在医院的建立，
是全省生殖医学领域的一项新突
破，实现了医教研合作层次的新跨
跃，有利于充分发挥院士专家团队
的科研优势，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率，为临床工作做出新的贡献。院
士工作站成立后，山东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必将借助这一创新平
台，在高层次人才培育、科技合作
交流等方面积极作为，不断提高创
新能力，推动医院各项工作快速发
展。

科技兴卫 人才强医

全国首个院士生殖医学工作站落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生殖医学科采访，恰逢泉城济南
2015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尽管气温骤降，两则消息却让
笔者顿感暖意融融：中国科学院韩
济生院士生殖医学工作站揭牌仪式
在该院隆重举行，山东省卫生厅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第二期经皮穴
位电刺激技术培训班盛大开班。

喜讯接二连三，好事源源不
断。再到生殖科转一转，病号真叫
做水泄不通，怎一个“多”字了
得。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心
想凑成儿女双全一个“好”字的家
庭络绎不绝，奔着全国人大代表、
著名生殖医学专家孙伟求医求孕的
患者排起了长龙。作为国家级重点
学科，科室的发展如日中天，如时
下流行的《小苹果》一样“火火火
火火”。问起原因，一位54岁还来
这里希望好事成双的阿姨真情流露
地说，这里有被誉为“送子观音”
的———

领军人物

可以说没有“送子观音”孙伟
主任，就没有该医院的生殖医学
科。孙伟是个享誉全国的响当当知
名人士，既是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
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又
是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担任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性科学杂志副主编、中国民族医
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常务理
事、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男
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社
会职务。先后荣获铁道部优秀知识
分子、先进科学工作者、铁道部劳
动模范、感动山东健康卫士、泉城
十大名医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被选为无党派人士生殖
医学专业的“领军人物”。

爱心缔造生命，播种人间幸
福。孙伟真伟大，那些因各种原因
怀不上宝宝的男女真幸福，只要
找到孙伟主任，当父母的愿望不
是梦 ! 1 988年，孙伟主持并创建医
院生殖医学科。27年来始终坚持挖
掘祖国传统医学瑰宝，同时采用
现代医学技术，中西医结合治疗
各种原因所致的不孕不育，取得
非一般的临床效果。在中西医结
合治疗盆腔炎、输卵管梗阻、月
经不调、多囊卵巢综合症、子宫
内膜异位症、少弱精子症、精液
不液化症、逆行射精、性功能障
碍及前列腺炎等疾病研究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开展各类助孕手术2

万例次，先后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
治愈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内外不孕不
患者10万余对。

孙伟主任1999年赴美国深造，
回国后带领团队建立了 IVF实验
室，开展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
其衍生技术，已通过卫生部辅助生
殖技术的正式批准，技术水平处于
国内先进，并被聘为卫生部专家组
评审委员成员。多次赴美国、法
国、奥地利、德国、丹麦、加拿
大、新加坡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有这样全国领先、医界闻名的
学科带头人，科室长盛不衰、蒸蒸
日上的火爆场景也就是情理之中的
事了

但医院的各级领导说，为有源
头活水来，生殖医学科的好势头还
要归究于他们有高人一等的———

领航科研

站在医学之巅，方能为万千苍
生助力解难。

当下，人们的幸福指数标准大
都定位于儿女双全，但很多不育不
孕夫妇想要一个孩子都是望穿秋
水。作为生殖医学研究中心的“掌
门人”，孙主任深谐这个理，为此
着力打造团队的科研技术，先后完
成了10多项科研课题，有两项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其余均获厅局级
科技进步奖，2000年被评为铁道部
重点专科。现在科研课题有6项，
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项、山东
省科技攻关项目1项、山东省自然
基金项目2项、山东中医药管理局
课题2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
表了30余篇论著。

目前，该科已成为人才梯队合
理，设备先进，集高、精、尖技术
于一体的现代化中心，是卫生部批
准正式运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VF-ET)、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
射技术(ICSI)的医疗机构，是山东
省卫生厅批准的夫精人工授精(IUI)

医疗机构，“中西医结合IVF实验
室”是国家中医药三级实验室，是
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实验室，是

山东中医药大学重点学科，拥有
体外受精实验室、男科学实验
室、遗传学实验室。

敢为人先才能敢于领先。从
2008年开始，孙伟主任就与北京大
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 韩济生院士合作，
挖掘祖国医学的优势，将中医与
辅助生殖医学技术相结合，开展
了针刺镇痛取卵吗啡应用等技
术，减轻患者的痛苦，降低医疗
风险，减少医疗费用，提高IVF/
ICSI的妊娠率。

韩氏治疗仪在该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的应用更是成为万千患者
的福音。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以
其特定的频率和波形刺激皮肤和
深部组织后，既可以兴奋粗纤维
在脊髓关闭闸门，减少疼痛信息
向中枢的传递，又能有效地促进中
枢的不同脑区释放阿片肽类及其他
神经化学物质，阻滞中枢神经细胞
对外周传入的疼痛信息的感受，提
高全身的抗痛能力，所以在临床上
才会有很好的疗效。

春华秋实，硕果满枝。今年11

月20日，韩济生院士“院士工作
站”喜降该院生殖医学科，它的成
立为医院更好地发展开拓新的渠
道，搭建更高层次的科研平台，进
一步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奠定
了基础。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
吗？相信壮大的科室正如加速中的
春天，肯定会奔跑着而来，让同行
追赶———

领先技术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今
年8月16日，山东省第十六次妇产
科学术会议在泉城济南拉开帷幕。
会上，同行的目光聚集到孙伟主任
的 讲 座 身 上 ： 据世界 卫 生 组 织
(WHO)统计，在育龄期夫妇中不孕
不育者的比例占5-15%，已成为世
界性的医学问题与社会问题。1978

年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宣告人
类繁衍可能通过非性行为途径实
现，30多年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实施为 千 万 不 孕 家 庭 带 来 了 欢
乐。然后胚胎移植后的临床妊娠
率始终难以达到我们的期望。传
统中药在生殖医学中可提高子宫
内膜容受性、提高男性精子质量
和中药保胎，经过多年的研究，

中药的作用不容小觑，应该提倡
中医结合治疗。

掌声的背后是孙主任《辅助生
殖技术前后中医药调理》引起的巨
大轰动。本次会议是全省妇产科学
术界的一次盛会，来自齐鲁大地的
妇产科医生汇集一起，交流学习。

同行学习的还有在这个医院已
经取得显著临床效果的中西医相结
合治疗各种不孕不育的疑难病症课
题。生殖医学科2000年经铁道部专
家评审为部级重点专科，2005年评
审为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重点学科，
2006年被确定为山东省“十一五”
重点实验室。2005年4月被山东省卫
生厅确定为首批开展夫精人工授精
的单位。2006年3月，通过卫生部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评估，正式运行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
2009年7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审
为辅助生殖技术三级实验室。2012

年8月生殖医学科男科被评为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
(中医男科学)、山东省中管局重点
专科(妇科)。2012年11月通过省卫
生厅评估，开展供精人工授精技
术，成为全省仅有的几家具有供精
人工授精资质的正规医疗单位之
一。

1 1月2 1日，由济南医学会主
办、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承办的济南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
员会2015年学术年会暨中西医结合
治疗不孕症——— 山东省卫计委强
基工程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培训班
在济南南郊宾馆举办。孙伟主任
又一次成为主角，主持本会议，
副院长郑心作重要发言。

这次生殖医学学术年会以二
胎政策放开后解决高领不孕女性
生育问题为主题，邀请知名专家
从生殖内分泌、性健康与生殖健
康 、 卵 巢 低 反 应 中 西 医 结 合 调
理、高龄男性不育问题等方面进
行专题报告，会议现场知名专家
认真授课，交流讨论畅所欲言，
使这次学术会议不啻为生殖医学
领域的一场盛会。

树立的是良好形象，留下的
是百 姓 口 碑 。 一 位 辗 转 全 国 各
地、从这里找到生娃福音的患者
说，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生殖医学科身上，看到了医者仁
心、大爱无疆的造福百姓精神。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杜晓林

站上生殖医学之巅 助力万千家庭美满
——— 直击国家级重点学科、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

孙伟教授和她的团队。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生殖医学科

孙伟主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山东大众合作社发展
服务中心，由大众报业集
团出资发起成立，是在省
民政厅注册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本中心由农村大众
报具体负责筹建、运营、
管理，目前已完成全部注
册程序。中心将整合我省
相关优势资源，为我省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
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多方位
的服务。如农产品销售、
合作社宣传推介、农技技
术指导、合法权益维护、
管理培训、涉农项目申报
指导等等。

各位朋友，今后的发
展不仅仅是产品质量的竞
争，更是信息及平台优势
的竞争！畅通的信息沟通
渠道我们已经疏通，高端
的竞争平台我们已经搭建
好 ， 我 们 欢 迎 各 位 的 加
盟，欢迎各位为这个平台
的发展提出好的建议和意
见！因为，这是我们自己
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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