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里的“防疫尖兵”

抗击疫情的“隐形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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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前行，致敬默默奉献

在核酸采集一线的“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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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腿”还是“保命”

我们全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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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下午，省卫生健康委党组
成员、省纪委监委驻委纪检监察组组长
李鲁军一行到我院调研查访疫情防控、
巡视巡察问题整改情况等重点工作。院
党委书记吕涌涛，党委副书记、院长张
勇，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职能科室负责
人参加。

院长张勇汇报了医院在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推进巡视巡察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他表示，院党委始终把疫情防
控作为国之大者，不断完善疫情防控
工作体系，扎实做好院内疫情防控。根
据统一部署，委党组1月26日向我院
反馈巡察问题后，院党委统一思想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及时制定实施方案
和整改措施，逐项分解任务清单，挂图
作战，销号管理，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完
成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确保整
改取得实效。

李鲁军组长充分肯定了医院在坚
持党建引领、统筹疫情防控和事业发
展、推进巡视巡察问题整改等方面取

得的良好成效，并就医院下步工作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清当前疫情形式的极度复杂性和
做好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持续抓
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二是要强化责
任担当，全力以赴推进巡察整改落地

见效，对已整改完成的问题要建立制
度，对长期坚持整改的事项，要紧盯
不放，抓紧抓实；三是持续用力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加强党员的
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对党员的管理监
督，发挥好各党支部、部门科室的作

用，使党员干部职工始终保持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

党委书记吕涌涛最后作了表态发
言。他表示，医院将继续按照“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正常诊疗”的思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抓
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迅速推进年度
重要工作。要把巡察整改同医院重点
工作结合起来，做到整改与工作两手
抓、两促进、两不误，不断推动医院各
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以实际成效检验
巡察整改成果。

随后，调研查访组现场查看了核酸
检测采样点、门诊预检分诊点、住院病
房等区域的疫情防控情况，现场检查了
巡视巡察整改和疫情防控相关档案材
料。省纪委监委驻委纪检监察组副组
长、一级调研员李萍，省卫生健康委直
属机关纪委书记、三级调研员张开亮，
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处副处长王宇，
驻委纪检监察组四级主任科员李云峰
陪同调研查访。 （院务部）

省卫生健康委调研查访组到我院督查
疫情防控和巡视巡察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

4月3日下午，满载着
使命与嘱托，我院援沪医
疗队32名队员在医院会
议中心集结，奔赴上海疫
情防控一线。

在接到驰援上海的通
知后，院党委闻令而动，积
极响应，迅速组建一支包
括医疗、护理、院感、药学、
综合管理等专业人员组成
的医疗队。在 32 名队员
中，2020年山东省第八批援湖北医疗
队领队，曾带领全省303名医疗队员
奔赴武汉汉阳方舱医院战疫的院党委

书记吕涌涛，山东省第八批援湖北医
疗队联络员、院务部主任宋超，再次披
挂上阵、执甲逆行。

作为山东省援沪医疗队队长，吕
涌涛书记表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担当医者神圣职责，此次驰援上海是
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我院援沪医疗队将
用最快速度融入新岗位、新角色，做
到医务人员零感染、舱内患者零死
亡、工作地点零事故、社会层面零舆
情，与上海人民同舟共济，为打赢上
海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山东力量和三
院力量。

院长张勇在欢送仪式上表示，不
畏关山千里路，冰心一片付征鞍，此次
援沪抗疫，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希望
每位队员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
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忠于职守，大力
发扬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和伟大
的抗疫精神，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并
祝愿大家健康去、平安回。

医院领导班子成员、相关科室主
任、医护代表等参加欢送仪式。

简短的欢送仪式结束后，逆行的
白衣战士们以坚定意志和坚决行动踏
上征程！

鲁沪同心，打赢这场大仗硬仗！
我们期盼，白衣英雄安全归来！
我们必将，唱起得胜凯旋之歌！

（院务部）

守“沪”有我 共抗疫情

我院援沪医疗队集结出征！

SHANDONG SHENGLI DISAN YIYUAN YUANBAO

2022年4月20日
第4期（总第225期）

主办：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内部资料赠阅交流 www.sdsldsyy.com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预约服务联系方式

预约电话:0531-85953272

预约网址:http://www.sdsldsyy.com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官方微信

（服务号） （订阅号）


 








































院工会组织慰问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及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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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天

新一轮新冠疫情汹涌来袭

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身着白衣、毅然逆行

在实验室里

与病毒近乎“零距离”接触

不分昼夜与病毒鏖战

只为用最快速度提供精准可靠的检测信息

为一方百姓筑起坚固的抗疫城墙

他们就是经得起检验的

检验人

作为临床诊断新冠肺炎的“金标
准”，核酸检测对于及早发现感染者、精
准识别感染源、控制疫情传播蔓延，都具
有重要的作用。然而，每一个核酸检测样
本的处理和提取，都是与新冠病毒的“近
身搏击”，每一份检测报告的出炉都饱含
着一个个检验人辛勤付出。

做好准备 召之能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面对本轮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山东省立三院检验科全体检验人日
夜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在危急关
头、关键时刻，用实际行动默默恪守对
医学的承诺，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

3月 20日，济南市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应急演练。检验科接到任务后，

为配合好这次实战演练，在院党委的
指挥调度下，科室具备核酸检测资质
的人员积极应战，检验科主任庄学伟
带领检验队伍积极开展理论学习、应
急演练及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培训。检
验科副主任张艳丽第一时间对人员进
行了部署，合理组建了全员核酸检测
小分队，包括物资人员调度组、接收
标本组、拆箱整理标本组、核酸提取
组、结果分析组。为保存进仓人员的
体力，分子室主任郑文带领核酸提取
组轮流进仓，24小时不间断进行核酸
检测，顺利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天桥
区四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十万余人次的
检测任务。

进入4月，面对济南市多轮核酸检
测任务，省立三院检验人持续发扬能吃
苦、能战斗的精神，从样本转运、样本接
收、信息核对、样本编号、试剂准备，到样

本提取、扩增分析、读取数据、信息重核、
上传结果，全部工作流程紧张有序、环环
相扣、高效运行，目前已圆满完成十余万
人次的核酸检测任务，用行动彰显了团
队战疫的硬核力量。

争分夺秒 全力以赴
同心战疫显担当

除此之外，院内的“应检尽检、愿检
尽检”核酸检测任务同样艰巨。检验科
全体人员主动延长工作时间，随时处于
待命状态，全力克服了人员紧张、时间
紧迫、工作量大等诸多难题。很多人刚
刚结束了一夜忙碌的工作回到家中，又
接到临时任务即刻赶回医院。“检验工
作繁琐精细，必须精准高效，面对感染
风险，检验人要争分夺秒，迎难而上。看
到同事们毫无怨言的默默奉献，我很心

疼、也很感动。但
作为检验人，我们
责无旁贷。”检验
科主任庄学伟坚
定的说。

检验人是在
“负压”状态下进
行连续高强度的
工作，为了更快
出具检测结果，
他们穿着厚重的
防护服，一进去

就是6小时，在距离病毒最近的地方，
精准捕捉病毒，同时还要频繁对实验
环境进行全面消杀，虽然工作量繁
重，但每个人身上都迸发着满满的正
能量。目前，检验科日均核酸检测数
量超过6000份，工作量较以往高出3
倍多。在疫情防控的大战大考中，山
东省立三院检验人凭借专业的技术、
忘我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始终保持
检测结果精准高效，为一方百姓筑起
坚固的保护墙。

“早一点出结果，防控措施就会及时
一些，损失就会少一些，情况就会好一
些。”朴实的话语诠释着检验人的担当与
奉献。”手执“利剑”，直面病毒，同心战
“疫”，共克难关，山东省立三院检验科全
体人员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遭遇战、阻击战，“疫”起坚守，静
待“疫”散。 （检验科）

实验室里的“防疫尖兵”，抗击疫情的“隐形战士”

济南春天的凌晨，依然春寒料峭、冷
风阵阵。在最需要的地方，有一群无畏
奔赴的身影，总是闻令而动、星夜兼程。
此刻，她们仍在街头巷尾、院内核酸采样
点······坚守岗位，守护家园，她们奋
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市民健康和城
市安全保驾护航，她们就是默默奉献在
核酸采集一线的“三院大白”。

为有效应对济南市多轮全员核酸
检测任务和封控区核酸检测筛查任务，
我院迅速组建多梯队核酸采样队伍。
在天桥区南村街道、北坦街道、无影山
街道、堤口路街道、制锦市街道等所辖
社区，我院核酸采样队不言苦、不怕累，
高效投入到支援核酸采样工作中，充分
展现了三院人敢于担当、使命必达的精
神风貌。

护理部主任马月珍介绍，为安全高
效的完成核酸采样支援任务，我们要提
前做好各项准备，例如核酸采样人员规
范穿脱防护服和样本采集实操训练、防
疫物资配备等工作。通过培训提升核酸
采样人员业务技能和应对大规模核酸采
样工作的处置能力，确保能在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时快速响应、迅速集结、全面推
进、高效开展，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员
核酸检测支援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早上我们5点就出发了，6点
开始采样。现在的气温不稳定，早上出
门时还挺冷，特意多穿了点衣服，可是一
到中午在太阳底下又特别热，防护服里

的衣服早就湿透了。不过这也不算什
么，特殊时期，我们医务人员责无旁贷。”
核酸采样护士坚定的说。

在北坦街道所辖社区采样时，一对
年轻的父母过来咨询，家里的宝宝才三
个月，担心宝宝太小哭闹无法配合采核
酸，核酸采样队员则耐心的说：“那咱们
就试试等宝宝睡熟后再轻轻的采，这也
考验我们的技术了。”等父母抱着熟睡的
宝宝来到采样点时，只见“大白”轻柔的
把咽拭子放进宝宝嘴里，在咽后壁摩擦
后又快速取出，采样结束，正在酣睡的宝
宝什么也没有察觉到。“谢谢暖心的大
白”孩子父母激动的说。

采样时，每当遇到一些坐着轮椅、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核酸采样队员都是“本
能的”来到老人的身边，半跪在地上为老
人采样，“暖心跪”降低了高度，提升了温
度，成为战“疫”路上一道感人亮丽的风

景线。
“来，仰头、张嘴～～～”“采样前不

要忙着摘下口罩，采样结束后要及时戴
好口罩”，“大白们”在为居民采样的同
时，还一遍遍重复着这样的提醒，一天下
来，不仅身体疲惫，有时嗓子都沙哑了。

从早上6点到傍晚6、7点，不辞辛
苦、不知疲倦的一群身影，为这座城市带
来了光和热，她们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战
疫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最多的一天，我自己采了近千人，让
我最感动的是，几乎每一位居民在结束采
样后都对我说声‘谢谢’，我一天听到了近
一千句‘谢谢’，回想起来，真的是暖意在
心头，扫清了所有疲惫。”温暖的人，我们
当报之以温暖。广大居民也在以不同的
方式感谢着“守护家园”的“大白们”。

在院内的“应检尽检、愿检尽捡”采
样点，采样人员24小时值守，大家默默

坚守、轮班倒，全力满足和保障群众核酸
检测需求。个人防护要到位、核酸采样
要规范、标本交接要精准、标本转运要迅
速、护理服务要暖心。高标准、严要求，
大家用实际行动凝聚起了坚实的战“疫”
力量。

自3月 20日起，我院已累计派出
1000余人次核酸采样队员，支援济南
市全员核酸检测和封控区核酸检测筛查
工作，采样超30万人次。

日夜兼程的你

无畏无惧的你

专注认真的你

精疲力尽的你

平凡如你

温暖如光

致敬坚守在核酸采样一线的“三院大白”

（护理部）

逆风前行，致敬默默奉献在核酸采集一线的“大白”

省立三院战疫纪实

省立三院战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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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高龄的夏老平时身体
硬朗，一直独自生活。从今年年
初开始，老人反复出现心慌、胸
闷、头晕等症状，在青岛当地医
院检查发现，夏老的心脏有房颤
的迹象，虽然住院比较及时，但
考虑老人年事已高，传统治疗效
果并不明显。心慌胸闷严重影响
着老人的生活，这块“心病”也让
老人一家忧心忡忡。

受当地疫情影响，老人一家
专程来到济南求诊。我院心内一科高
东学主任团队，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不拒接、不放弃任何
一位患者，及时将老人收入院治疗。

心跳到底为何而“乱”？
经过详尽的检查，医疗团队很快

为老人明确了诊断——阵发性心房
颤动。高东学介绍，房颤最主要的症
状就是我们说的心慌乱跳，是一种临
床上比较常见的病症，好发于老年
人，可分为多种类型，阵发性房颤就
是其中的一种。

阵发性房颤会导致患者出现胸
闷和心慌的症状，病情严重的可能并
发房扑，甚至会引起急性肺水肿，一旦
发生房扑，若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处理，心房内就容易形成血栓，当血栓
脱落会直接导致体循环动脉栓塞，直
接威胁生命安全。

如何让“乱”跳的心恢复平静？
夏老的房颤已经较严重，潜在发

生卒中的风险非常高，需要尽快手术
治疗，排除风险。但在大家的观念里，
让90岁高龄的老人接受心脏手术，
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心脏射频消融
术的推广及开展，让高龄已经不是心
脏手术的禁区。

夏老虽是90岁高龄，但身体条
件良好，可以采用射频消融的方式进

行手术。这是一种成熟的根治心律失
常技术，与传统手术相比，射频消融微
创无痛，术后恢复快。医院采用的新一
代Carto三维标测系统，可以让手术
既没有射线辐射，又更加精准迅速，能
大大提高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在打消了家属的顾虑、排除各项禁
忌后，夏老的手术如期进行。术中，高东
学带领手术团队，在Carto三维电生理
标测系统的指引下，成功构建了患者心
脏三维模型，顺利穿刺双侧股静脉，将
电极导管经静脉血管送入心腔特定部
位，释放射频电流，导致局部心内膜及
心内膜下病变心肌凝固性坏死，从而阻
断快速心律失常异常传导束和起源点。
手术过程顺利，术后夏老安返病房。术
后第一天，夏老就能下地活动；术后第
二天，老人便顺利出院。

高东学介绍，我院开展的Carto
三维标测系统可以针对阵发性房颤
这类复杂心律失常，提供快速准确的
标测定位，指导消融，大大提升了手
术准确性与成功率。心脏射频消融术
的应用，也突破了高龄禁区，让很多
危险迎刃而解。下一步，科室将持续
提升服务水平，运用先进的医疗技
术，让更多患者重获“心”生。

科室咨询电话：0531-81656202
（心内一科）

90岁老人频发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术
突破年龄“禁区”，治愈老人心房“乱颤”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壮年小伙左腿遭受重创

“保腿”还是“保命”

面对残酷的现实难以抉择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给予生命

再次奋进的希望

来自淄博的年轻人小黄在驾驶摩托
车时，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小黄的左腿膝
盖以下遭受重创，事故的惨烈至今让人
不敢回想。

被120紧急送到当地医院，医生给
出了截肢保命的治疗方案。年纪轻轻就
失去一条腿，三十多岁的小黄无法接受
这一残酷的选择。后经专业推荐，小黄决
定转到省城的医院，寻求保肢的希望。

肢体毁损伤，时间就是机会。经过前
期对接，在急救车来济南的路上，我院创
伤与手足外科侯训凯主任团队就开始有
序的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急救车抵达我院时，距离车祸发生

已过去了10个小时。患者神志模糊，血
压低，左膝、左小腿伤情严重，疼痛剧烈，
伤口触目惊心，肿胀明显，左足苍白发
凉，感觉麻木。诊断为创伤性休克，左小
腿粉碎性骨折，腘动脉损伤并大段栓塞，
血管、神经、肌肉毁损，骨筋膜室综合征。

考虑到小黄很年轻，且家属保肢意
愿强烈，创伤与手足外科团队经过快速
而慎重的讨论，决定尽最大努力保住小

黄的左腿！
风险与机遇并存！
清创修复的原则是越

早越好，分秒必争！
医务人员一边按照疫

情期间相关规定帮助患者
办理入院手续，完善各项检
查，一边召开术前讨论会，
确定具体的手术方案。

争分夺秒，准备就绪，小
黄被送进了手术室。在随后的
6个小时里，创伤与手足外科

团队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为患者先后进行
了患肢的闭合复位外固定架固定、血管移
植修复、清创切开减压、神经肌肉修复等手
术，尤其是腘动脉大段栓塞的处理，创伤与
手足外科团队充分利用自身的显微修复优
势，进行了自体静脉的移植，移植血管吻合
以后肢体立即恢复供血。患者生命体征趋
于平稳，家属对手术非常满意。

“尽管手术难度很大，手术的时间也

比较长，但我们竭尽全力，达到了满意的
治疗效果，也为这位年轻人保住了正常
生活的希望。”侯训凯说，虽然过程很辛
苦，但看到患者有希望保住左腿，还是倍
感欣慰。

因患者肢体缺血时间较长，术后处
理也是险象环生，好在医护患配合良好，
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顺利保肢成功。后期
又经过手术处理骨折及转移皮瓣修复创
面，难度均比较大。

经过精心护理和科学康复，小黄膝
关节屈曲活动已达到90度，顺利康复出
院。提起当初的救治经历，小黄很是感
激：“多亏了侯主任和创伤与手足外科团
队，当时以为肯定要截肢了，这真是天大
的恩情啊，感谢省立三院保住了我的左
腿，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疫情之下，我院创伤与手足外科始
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
拒接、不放弃任何一位急危重症患者。医
疗团队24小时坚守，彻夜奋战，及时开
展各类手足创伤、断指（肢）再植、四肢骨
折创伤修复等各类急症手术，用初心和
坚守倾情守护患者安康。

科室咨询电话：0531-81656199
（创伤与手足外科）

“保腿”还是“保命”我们全都要！

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脑袋，6个月的宝
宝成成（化名）是人见人夸的“小可爱”。可
是最近一段时间，成成却连续几天大便带
血，每次排便痛苦哭闹，辗转去了好几家三
甲医院，始终找不到病因，这可急坏了家
长，一家人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4月7日晚，父母在朋友推荐下，来到
我院儿科求诊。儿科主任马燕接诊后，经过
了解，成成只是在前段时间有过一次感冒
发烧，已经康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特殊
病史。

但是就是这次“感冒发烧”引起了马燕
主任的警觉，有时一些儿童消化道疾病，感
冒发烧，以及家长用药不当，也是重要诱因。
将成成收住院后，马燕主任立即组织病例讨
论，同时紧急联系消化内科会诊。结合临床
表现和各项检查结果，经过医疗团队的充分
讨论研究，儿科和消化内科专家团队一致认
为，成成的便血是肠道出血导致的。

“长时间便血会造成孩子失血性休克，
情况危急甚至会威胁生命，及时明确病因，
对症治疗才是关键！”马燕主任建议尽快为
孩子进行结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及时
进行相应治疗。

6个月的宝宝要做结肠镜检查！这让成
成的妈妈一下子慌了神！“肠道出血很危险
吗？宝宝才6个月，能做肠镜吗？做了肠镜
就能止住血吗？”

马燕主任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但是

肠道出血如果不及时止血，成成会有生命
危险。关键时刻，马燕主任耐心的向家长解
释着，“先别慌，结肠镜检查能准确的找出
肠道出血的原因，明确病因后，内镜下还可
进行实时、有效的治疗，儿童无痛胃肠镜检
查，孩子不会感觉到任何疼痛，我们开展的
儿童胃肠镜检查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家
长可以放心。”

听到马燕主任的解释，家长才松了一
口气，终于同意了治疗。术前，儿科、消化内
科、内镜中心、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进
行充分的讨论，确保手术方案万无一失。

4月8日一早，多学科团队密切配合，通
力协作，凭借高超的内镜技术，仅仅用时20
分钟，就为成成完成了这次结肠镜检查。检
查结果显示，成成的肠道内有多处糜烂与溃
疡，这也是造成孩子持续便血的元凶。手术
团队当即在肠镜下进行了止血治疗。

术后，儿科医护团队精心为6个月的
成成进行术后治疗和护理。在医护人员的
精心呵护下，成成恢复良好，再未发生便血
的状况。

马燕主任介绍，婴幼儿便血的原因有
很多，其中结肠炎、消化道溃疡、息肉等病
症较为常见。如果家长遇到宝宝短时间内
频繁排便，并伴随有大便带血、血便等情况
时，建议及时就医检查，明确病因，有针对
性的进行治疗。

自2020年起，我院儿科率先开展儿童
无痛胃肠镜诊断和治疗。在患儿全身麻醉
下，医生完成胃肠镜检查，直观胃肠黏膜病
变的部位、范围及病灶数目，并进行有效的
估测，同时可以开展内镜下粘膜活检、治疗，
以及内镜下取异物、止血、息肉切除等治疗。
无痛胃肠镜检查前，患儿不紧张，检查时无
不适，检查后恢复快，医生能够仔细检查到
胃和肠道，做出更为准确的诊断和治疗，同
时又能尽量避免进镜时对幼儿消化道的损
伤，成为守护孩子健康的“神兵利器”。

科室咨询电话：0531-81656321（儿科）

6个月宝宝便血找不到病因
小儿结肠镜检查止血救命

疫情之下 生命至上

疫情之下 生命至上 疫情之下 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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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的刘阿姨是广场舞爱好者，只
要条件允许，每天晚上她都会和姐妹们
相约活动中心一展舞姿。但不知道从什
么时候起，刘阿姨的小腿后长了一条条
“小蚯蚓”，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不
疼不痒，显得腿型特别难看。尤其每到穿
裙子的季节，刘阿姨更是羡慕舞队的姐
妹们，自己只能无奈地选择裤装。

刘阿姨网上查阅资料，判断自己可
能患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怎么治？网上
一查发现有些需手术治疗。尤其疫情之
下，如果住院手术，子女还得入院陪护，
势必耽误正常工作和照顾家庭，刘阿姨
心里打了退堂鼓。

近期，刘阿姨的女儿偶然间看到了
我院的日间手术治疗，于是就带着刘阿
姨来到医院详细咨询。血管外科主任段
友良接诊后，首先为刘阿姨安排了详尽

的检查，并确诊为“静脉曲张”。
段友良介绍，只要符合日间手术评

估标准，可以放心选择日间手术，在保证
手术疗效的前提下，血管外科采用的超
声引导下射频消融全微创治疗静脉曲
张，手术时间不足1小时，全程无痛麻
醉，睡一觉的功夫医生就把手术做完了，
第二天就可以回家，还不耽误刘阿姨跳
广场舞和看外孙。

一天就能治好！还不用开刀！视同一
次住院，医保可报销！刘阿姨欣然接受，
随即预约了手术时间。

手术当天，刘阿姨一早在家人陪同
下办理住院手续。

病区护士给予术前宣教。
入院两小时后，刘阿姨进入手术室。
术中，段友良主任团队通过射频消

融导管经皮肤穿刺口（约2毫米）进入病

变静脉，导管将能量以热能方式传递至
静脉壁，使曲张的血管挛缩并闭塞。病变
静脉闭塞后，下肢血液即改变路径，经其
他健康静脉回流至心脏，手术持续约半
小时。

手术顺利结束后，刘阿姨苏醒后惊
讶地感慨：“还没感觉就做完了，这一觉
睡得真舒坦！”

经过术后观察，第二天一早，刘阿姨
顺利康复出院。

术后1周，刘阿姨来院复查，术后恢
复非常好，这下可以放心回归舞队了，在
即将来临的夏日，爱美的刘阿姨也可以
穿上漂亮裙子了。

段友良提醒，静脉曲张是多种原因
导致的静脉壁薄弱、迂曲扩张，它所造成
的危害远远不是不好看那么简单！随着
病情的逐渐加重，会出现皮肤发黑、色素

沉着，甚至出现溃烂、溃疡，伤口迁延不
愈。同时静脉曲张还会引起血栓导致水
肿、疼痛，这是一种极易被人忽略的慢性
健康杀手。

我院血管外科采用射频消融技术治
疗静脉曲张优势明显，微创无痛，基本不
影响正常活动，兼具美容性、术后效果显
著、消融后静脉管腔闭合率高等多种优
点。符合条件的患者，还可选择日间手术
治疗方式，为惧怕手术创伤、担心影响工
作生活的患者带来了福音。

目前科室开展的日间手术包括：下
肢静脉曲张治疗、下腔静脉滤器取出。
下一步，科室还将逐渐增加日间手术病
种，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满足患者诊疗
需求。

科室咨询电话：0531-81656869
（血管外科）

24小时解决“蚯蚓腿”，射频消融日间手术“点”走静脉曲张

31岁的小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干
这行已有五六年时间了。平时白天出车，
为了少上厕所，不敢喝太多水。一天下来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收车后也很少
运动。最近一段时间，小王总是感觉腰部
左侧疼痛，且越来越严重，疼得直不起
腰，还出现反胃、呕吐的症状，小王赶紧
收了车，来到我院就诊。

在泌尿外科门诊，魏巍主任接诊了患
者，经详细了解病情和过往病史，初步考
虑为输尿管结石，经急诊CT、小便检验等
检查，最终明确为：输尿管上段结石，结石
大小1cm左右，并伴有肾脏积液。

魏巍主任介绍，泌尿系结石是一种
常见病、多发病，在泌尿外科收治患者中
居首位，以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为主。输
尿管结石大部分是由于肾结石下降，排

入输尿管所致，发病在任何年龄可见，男
女均可发病，更多见于青壮年男性，症状
多表现为腰背部疼痛、呕吐、血尿等。要
想解除病痛，需尽快手术取出结石。

“要住院手术，至少一两周不能出
车，收入肯定受影响，妻子如果来陪护，
家里的孩子就没人照顾了！”提到手术，
痛苦的小王心里犹豫着······

看着焦急痛苦的年轻人，魏巍主任介
绍，输尿管激光碎石取石日间手术能快速
为结石患者解除病痛，24小时就能完成
入院、手术、出院，尤其可以让上班族患者
尽快重返工作岗位，恢复正常生活。听到
日间手术，痛苦的小王欣然接受。

第二天一早，小王再次来院办理了
入院手续。

上午9：00 完善各类检查，医生进

行术前宣教谈话。
10:00 医务人员陪同小王进入手

术室。
10:20 泌尿外科医生团队为其进

行全麻输尿管软镜下输尿管上段结石钬
激光碎石手术。

11:30 顺利结束手术，小王安返病
房。

经术后观察和科学地快速康复，小
王恢复良好，于术后第二天早上8点办理
了出院手续。

“真没想到现在做手术这么高效，既
节省费用，还节约时间，还能医保报销，
真心为这次就医体验点赞！”

魏巍主任介绍，随着医学技术的日
新月异，医生可利用尿路这个自然腔道，
逆行而上，治疗尿路结石、膀胱肿瘤、前

列腺增生等，从而帮助许多患者进行微
创甚至无创的治疗。例如经尿道输尿管
硬镜碎石取石术、经尿道软性输尿管镜
碎石取石术等微创手术治疗已广泛应用
于临床，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泌尿外科日间手术病种
肾、输尿管、膀胱结石激光碎石取石术

取出D-J管术/更换术
输尿管狭窄及尿道狭窄扩张/修补术
经尿道膀胱肿瘤/病损激光切除术

精索静脉曲张腹腔镜/显微镜高位结扎术
前列腺穿刺活检术
鞘膜积液切除翻转术
隐匿型阴茎延长术

阴茎/阴囊病损切除术等
科室咨询电话：0531-81656185

（泌尿外科）

输尿管结石伴肾脏积液，“的哥”预备停工数日，没想到1天就出院

2022年的春天，新一轮新冠疫情
汹涌来袭，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白衣
执甲、不畏艰险的三院人众志成城、四
线作战，用行动筑起了抗击疫情的铜墙
铁壁，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作为职工的“娘家人”，院
工会按照院党委工作布署和安排，积极
行动，组织了“战疫有你、关爱有我”走
访慰问活动，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职工
及家属送去关怀和关爱，为打赢这场
“战疫”贡献力量。

4月13日下午，院领导带队分别

对核酸检测点、发热门诊和康复护理院
医养结合部闭环管理区职工进行慰问，
为他们送去牛奶、火腿肠、方便面、饼
干、水果、药品等慰问物资，把院党委的
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抗疫一
线职工的心坎上。活动中，院领导关切
的询问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生活
情况，对他们为疫情防控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并叮嘱他们在守护百姓健
康的同时，也要做好个人防护。同时，希
望院工会要更加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医
护人员，及时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让他们更安心的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副
院长高荔，纪委书记赵炳旺，副院长冯
肖亚以及院工会和分工会相关人员参
加了慰问活动。

4月13日上午，院工会还组织各
分工会分别走访慰问了对外支援抗疫
医护人员家属，为他们送去蔬菜和捐赠
药品。感谢对外支援医护人员舍小家、
顾大家的大义担当，也感谢家属们的大
力支持和辛苦付出。院工会慰问组主动
了解家属们的家庭情况与生活需求，积
极排忧解难，为对外支援抗疫医护人员

解除后顾之忧。
今年，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院

工会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和桥梁
纽带作用，拿出3万余元采购生活物
资，分四次慰问院内抗疫一线职工、对
外支援抗疫医护人员及家属，第一时间
送上组织的关心和关爱，凸显了职工
“娘家人”的职责定位，以强烈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做到疫情防控服务保障到位
有力、精准高效，与广大职工一起携手
抗疫、共克时艰。

（工会办公室）

战疫有你战疫有你 关爱有我关爱有我

院工会组织慰问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及家属院工会组织慰问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及家属

疫情之下，护佑健康

疫情之下，护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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