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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由中国医师协会主

办!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参与协

办的
!%$%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

医师大会开幕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隆重举行#

会上! 肿瘤医院副院长郭小毛表

示!该院在于尔辛教授的带领下!经过

几代人历经几十年的共同努力! 已经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胰腺肝胆肿瘤方

面!获得了诸多成果!这些成果的背后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此次

大会的举行必将有力推动未来中国中

西医结合的发展研究工作$据悉!此次

大会还成立了全国首个肿瘤中西医学

术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中西结合

分会肿瘤病学专家委员会$ 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刘鲁

明教授出任执行主席$

大会期间!刘鲁明教授作了一场

主题为&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优

势'的卫星报告会$他介绍道!经过几

代中医人的不懈努力!中西医结合治

疗肿瘤已经显示了显著的增效减毒

作用!并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

用$ 近年来!全国包括肿瘤医院在内

的
$'

家胰腺癌协作组的分组单位 !

重视研究中医"西医在抗癌治疗中各

自的特点!通过中药"针灸疗法"消瘤

((

号胶囊等手段!有效调节患者术后

免疫力! 一定程度上起到防复发"抗

转移的作用$ 据统计!胰腺癌肝转移

患者的
#

年生存率从过去的
)*'+

!

提升至
!$*,+

! 三年和五年生存率!

分别实现了零的突破! 达到
,*'+

和

-+

$ 刘鲁明教授坦言!虽然中西医结

合治疗肿瘤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

是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们去

进一步探索和研究!针对目前中西医

结合治疗领域中!从中药中提取抗癌

有效成份!合成"半合成"或加以结构

改造的情况! 这种抗癌药制成以后!

其应用规律是按现在化疗药物的使

用规律!不是按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应

用!实际已不是中医应用的中药$ 现

在!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需要重新整

体调节治疗布局!才能有效地避免复

发转移等情况的发生$

（倪洪珍）

整体调整治疗布局 有效避免复发和转移
肿瘤医院 ! ! ! !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健康大讲坛为祝贺世博成功!

于
$%

月
!&

日上午在该院医技楼大厅举办(贺世博成功

举办!多学科高级专家大型医疗咨询活动)$ 此次活动

邀请到骨科" 内分泌代谢科等
!!

个专业科室的
&%

名

高级专家为市民答疑解惑! 八百余名市民参加了此次

咨询活动$ 陆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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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例经皮主动脉瓣膜

置换术!于日前在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成功完成$ 来自本市的

林先生成为国内首位接受该治疗

的受益者!经过一周时间的精心

治疗和护理!已于日前康复出院$

今年
-.

岁的林先生! 因反

复胸闷" 气急到中山医院就诊!

经心脏彩超确诊为老年退行性

主动脉瓣硬化!重度主动脉瓣狭

窄$据主持该手术的上海市心血

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山医院心内

科主任葛均波教授介绍!因各种

因素致主动脉瓣病变导致其在

心脏收缩期不能完全开放称为

主动脉瓣狭窄$ 主动脉瓣狭窄患

者早期通常没有症状!疾病发展

常较缓慢!但病人一旦出现胸痛"

乏力"昏厥等症状!如不及时治

疗!则预后往往较差!危及生命$

目前主动脉瓣狭窄的主要治疗方

法为心外科开胸行主动脉瓣换瓣

术!虽然心外科开胸换瓣手术疗

效确切!但传统的开胸手术由于

其创伤大!出血多!手术时间长!

对于高龄"合并其他基础疾病"严

重瓣膜钙化等病人!不能耐受常

规手术的创伤与打击!有相当的

病人!无法接受常规手术*也有些

病人!出于对体外循环手术心脏

暂时停跳和开胸
#%

多厘米伤口

的恐惧心理!也是其不愿接受传

统手术的原因$

林先生由于瓣膜严重钙化

和年龄较大!葛均波教授仔细权

衡其开胸手术风险!决定对林先

生进行经皮主动脉瓣膜置换术$

手术当日!葛均波教授首先在林

先生的股动脉开了一个圆珠笔芯

大小的口!将心导管准确送达手

术部位!然后对患者重度狭窄的

主动脉瓣进行球囊扩张!最后植

入内含主动脉瓣膜的镍钛合金自

膨胀支架!释放瓣膜!随即患者主

动脉瓣狭窄完全消失$手术台上!

不见了刀光血影! 手术仅
#

小时

#%

分钟顺利完成$林先生平安返

回病房$

经皮主动脉瓣膜置换术的成

功完成!为我国治疗主动脉瓣狭窄

病人带来了新的突破$不仅为那些

不能进行外科开胸手术的患者!特

别是高龄患者带来了希望*而且该

项手术应用心脏导管微创技术!无

需开胸!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

患者恢复时间快等优势$

自
!%%!

年法国医生克利伯

首次成功进行经皮主动脉置换

术后!截至目前!全球已有
'%%%

多例患者接受了经皮主动脉瓣

置换治疗$ 随着器械的改进!目

前其手术成功率高达
,-/,'+

$

由于主动脉根部解剖复杂"手术

操作困难!瓣膜支架定位不准确

和固定操作均可引起心肌梗死"

缓慢性心律失常和心包压塞等

严重的并发症!所以进行该项手

术的医生必须具备高超的导管

介入技术$之前我国尚未开展过

此项技术$

（秦嗣萃）

中山医院

国内首例经皮主动脉
瓣膜置换术获得成功

! ! ! !

今年
$$

月
$-

日是世界慢阻肺日 !(慢阻

肺)即(慢性阻塞性肺病),

0123

-!俗称老慢支"

肺气肿!是目前全球第四大致死疾病!我国
)%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为
'*!!

$ 由于慢阻肺早期症

状不明显"不特异!常常无法得到及时诊断!约

有
.%+

的人不知道自己患病$

为提高人群对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认识!通

过肺功能检查进行早期诊断! 使患者及时得到

规范的诊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将于
##

月

#-

日组织多位呼吸科"中医科和康复科专家进

行义务医疗咨询和慢阻肺健康知识讲座! 欢迎

广大患者朋友及家属踊跃参与$

活动时间：
##

月
#-

日,星期三-

#!

.

&%"#.

.

%%

活动地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

诊一楼大厅,医学院路
###

号-

活动内容：
#!

.

&%"#)

.

%%

!健康教育讲座,规

范防治慢阻肺! 延年益寿%%%顾宇彤副主任医

师+医学博士!如何早期发现慢阻肺%%%王桂芳

主治医师+博士后!慢阻肺吸入治疗%%%张静主

治医师+医学博士-*

#)

.

%%"#.

.

%%

!呼吸科+中医

科和康复科专家义诊$

“世界慢阻肺日”活动将举行

! ! !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胆囊结石的发病率在健康

人群中逐年上升$ 胆囊具有重

要的生理功能!可浓缩胆汁+收

缩排泄高浓度胆汁和吸收可导

致结肠癌的初级胆汁酸! 还具

有复杂的化学和免疫功能$ 医

疗专家和胆结石患者不选择胆

囊切除术! 而是选择取出结石

而保全胆囊! 保存了胆囊参与

消化的功能! 对于术后维护正

常人体的平衡和生理功能有重

要意义$微创内镜保胆取石!成

为近年来手术治疗胆结石患者

新的治疗途径$

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和

进步!内镜可直视胆道内部情

况!对胆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保胆

手术中!纤维胆道镜既可以随

意弯曲! 又可以照明观察!结

合网篮+特殊的吸引装置和碎

石设备 !能安全 +彻底取出结

石或息肉$为胆结石患者在内

镜引导下取石!由于手术创伤

小!患者一般术后次日即可下

床 ! 术后
!

周即完全开放饮

食$

!%%,

年!北大第一医院著

名胆道专家 张 宝 善 教 授 对

#.!%

例随访结果进行 了 总

结!报道此方法术后并发症很

少 !结石复发率低 !不同医院

的复发率在
!4$%+

之间 !和

泌尿系结石治疗后的复发率

相当$

徐汇区中心医院是在全国

率先开展这项手术的医院之

一! 目前开展微创内镜保胆技

术效果良好$

专家门诊.姚国相教授!医

学博士*每周一上午
'

.

%%4$$

.

%%

下午
$

.

%%4$5

.

%%

徐汇区中心医院开展微创保胆新技术

胆囊结石可首选微创内镜下取石 童晓文教授出诊通知

著名妇科专家童晓文教授自
$%

月
5

日起!每周

三上午定期在上海计生所医院出诊! 望广大网友相

互转告!特此通知$

童晓文教授擅长妇科微创手术+妇科肿瘤+女性

尿夫禁和乳房疾病等$

预约热线：
5)$5''55

+

5)%))5)!

针灸推拿

上海计生所医院已新增(针灸推拿)专科门诊$

“医疗质量万里行”动员大会召开

主题：持续改进质量 保障医疗安全

时间：
$%

月
!%

日 星期三!下午
&6&%4.6&%

大会由方广虹副院长主持!李元春所长+袁伟副

所长做重要讲话$医务科+护理部+信息科+综合办等

科室负责人发言$ 全院职工参加$

上海计生所医院信息预告

在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大会上提出———

! ! ! !

大华医院药剂科在医院文化的引领

下!始终贯彻(微笑更多一点+速度更快

一点+ 沟通更多一点+ 服务更人性化一

点) 的服务理念! 结合科室精神文明建

设!开展业务培训等系列活动!以药学知

识为支撑!在窗口服务的岗位上!关心患

者的用药安全!把更多的微笑留给患者$

参照医院推行的
)7

服务理念!我们

结合具体工作!推行
.8

,吾爱-药学服务

模式%%%

879

,热情唱药-+

80:

,认真核

对-+

8;:

,艺术沟通-+

8(;

,和谐环境-+

833

,满意服务-$ 依托药剂科青年辩论

会等主题活动统一思想+规范服务!在窗

口服务中实行唱药 (

&<#

)! 即三唱一交

待.一唱您好!二唱姓名!三唱药配齐!交

待用药事宜$ 为了进一步了解患者的需

求!明确如何交待用药事宜!开展问卷调

查!拉近与患者间的距离$ 我们也从调查

结果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排在后

面的患者总希望前面快一点! 排在前面

的患者总希望药师多讲一点$ 根据问卷

调查! 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努力把速度与

效率有机结合!如精炼用药交待内容+通

过健康宣传版面传递用药知识等$ 通过

唱药等各项服务拉

近与患者间的距

离! 尽量满足患者

的合理化需求 !把

服务延伸!让服务增值!体现医院的人文

关怀!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为了强化我们的业务能力!关注患

者的用药安全!药剂科建立了由具有中

级职称的药师+业务骨干+老药师轮流

讲课的制度*定期举行理论培训 +三基

考试等* 围绕窗口服务中遇到的问题+

患者用药后给予的反馈展开讨论*积极

开展处方点评工作!把经常出现的用药

不合理情况编册成集!还将处方点评规

范编成&处方点评口诀'!便于医师和药

师学习$

! ! ! !

为有效落实 (加强基础护理质

量!温馨照护有八声)的要求!力争

做到(把时间还给护士!把护士还给

病人)$ 大华医院二西病区通过学

习+ 借鉴台湾长庚医院先进的护理

理念和模式!结合病区的实际情况!

试行了一项新的护理工作模式.治

疗车进病房$

二西病区护理组负责肿瘤科与

呼吸内科两个科室! 每天有近
&%%

瓶补液的工作量! 尤其是上午九点

到十二点的高峰时段! 常常是几个

铃声同时响起!应接不暇$

(不找借口找方法)!二西病区

的护士们想到! 与其等待一个个的

铃声响起! 不如主动行动! 消灭铃

声$针对日常工作流程!二西病区拟

定了初步的行动方案. 试行治疗车

进病房$ 将全部患者所需的更换补

液放置在治疗车中! 并配备相关的

治疗设备!如换药物品+治疗盘+污

物桶+输液器+体温计+血压计+洗手

液等! 也可为迎接新患者准备几份

新病历随车携带$通过主动巡视!及

时了解输液情况! 及时处理并提供

其他的治疗护理服务$ !大华"

把时间还给护士 把护士还给病人
大华医院试行“治疗车进病房”护理工作模式

大华医院药剂科

微笑在我脸上 服务在您心里

骨科主任医师柴盖民博士正在为患者咨询

咨询现场井然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