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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成为山东省血管通路成员单位

近日，血液透析室成为“山东省血液净化
血管通路联盟成员单位”。

血液透析室成立15年来，一直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重培训、细考核，每一位医护人
员都具备良好的专业技术水平及判断力，熟练
掌握透析并发症的识别及紧急处理，在透析质
量上精益求精。

重视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的创建及维护，是
提高透析患者的生存质量及透析顺利完成的关
键因素之一。2020年、2021年医院选派多名医
护人员去省级医院及北京医院继续进行学习肾
脏病及血液净化等相关技术，不断提高透析室
医护人员技术水平，为广大的透析患者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 王梓园

泌尿外科诊疗中心开展一新术式手术

近日，泌尿外科诊疗中心成功完成一例超
声引导下经会阴前列腺穿刺活检术。

50多岁的王先生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定期
查体，并无发现身体任何不适。然而在泌尿外
科诊疗中心门诊检查时，接诊的泌尿外科诊疗
中心主任聂清生看出了一丝异常。在经过彩
超、磁共振、前列腺肿瘤标记物等一系列检查
后，聂主任发现王先生的检查结果异于正常，
需要进行前列腺穿刺取活检，以明确病情。

经与患者及家属详细沟通并得到同意后，
聂主任立即组织泌尿外科诊疗中心专家讨论病

情，制定详细的手术方案，并决定实施“超声
引导下经会阴前列腺穿刺活检术”。经过完善
的术前准备，聂主任带领泌尿诊疗中心专家为
患者实施了超声引导下经会阴前列腺穿刺活检
术。这种穿刺方法相较之前的经直肠穿刺术，
不仅精确度高、痛苦小、出血少、恢复快，还
能避免手术感染的问题。术中整个穿刺过程顺
利，根据穿刺取活检结果，确诊王先生患有前
列腺癌，根据病情，将进行下一步后续治疗。

确诊病情后，王先生家属向聂清生主任高
超的医术表示感谢并送来感谢信。 徐海龙

痛到不能走路，一个“钥匙孔”竟然解决

近日，骨外科专家为一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实施“钥匙孔”手术，解除了他多年的疾患。

南定镇的张先生得腰椎间盘突出10余年
了，经常腰痛、腿痛、腿部麻木，尝试过很多
治疗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好多大夫建议其进
行手术治疗，但张先生因为害怕手术风险，一
直拒绝手术。张先生腿痛逐渐加重，从左腿一
直麻到大姆趾，大姆趾抬不起来，甚至不能下
地走路。

家人立即把张先生送往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就诊，入住骨外科后检查发现原先椎间盘突出
的基础上出现了急性椎间盘脱出，脱出的椎间
盘压迫坐骨神经，出现了下肢剧痛、麻木、无
力，姆趾背伸无力等神经损伤症状，最好的解
决办法就是进行手术治疗。副主任医师侯冠华
了解了患者的情况后，主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
通，告诉患者可行脊柱微创手术，打消了患者害
怕手术的想法，患者最终同意进行手术治疗。

因手术及时，患者术后神经损伤症状很快
得到了恢复。患者及其家属不住地对侯大夫表
示感谢。 赵志楠

肿瘤科里的急救

近日，肿瘤科医护人员联合多个科室成功
抢救一名老爷爷。

96岁的李大爷，夜间突发病情恶化，呼
吸、心跳全无，肿瘤科立即启动了病人突发病
情变化的应急预案。医院重症监护、急诊、手
术室等兄弟科室团结协作，多科联动，紧急给
予了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吸痰等各种抢救
工作，护士长及时调整各班次并主动带头上夜

班，终于让老人脱离了危险。在使用呼吸机的
几天里，肿瘤科护士王琪带大家共同学习了呼
吸机的使用、注意事项、气管插管的固定方法
及观察、吸痰的操作等注意事项。在大家的齐
心协力下，老人转危为安。 查丽丽

山铝西山服务站的感谢诗

近日，山铝西山服务站收到一封感谢诗：
致佰慧大夫/首次见面是开药/今日针灸又话聊
/中医世家你传承/开创事业惠民好。

原来韩大爷左膝关节一直疼痛半年余，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到西山站找到吴佰慧医师为其
诊治。吴大夫根据韩大爷的病情，给予针灸、
烤灯、理疗等治疗。几天下来，韩大爷轻松舒
适好多。韩大爷是个文化人，即兴作诗一首微
信发给西山服务站领导，称赞吴佰慧医生中医
世家，技术精湛。 王丽萍

绿色环保塑料袋自助免费领取

近日，医院门诊药房外自助取袋机正式投
入使用。

传统的塑料袋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
间，才能完全降解。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新进的
自助取袋机，所提供的塑料袋为可降解塑料
袋，70℃的热水就可以将它溶解，既避免了传
统塑料袋对环境的污染，又解决了患者购药时
的用袋需求。患者可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扫码、
关注公众号，就可以轻松领取环保袋。

赵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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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亮：开启攀峰“加速度”
——— 记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泌尿外科诊疗中心副主任刘红亮

淄博日报记者 常旭 通讯员 朱凤霞

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和《关于加强
工伤保险医疗服务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淄人社字(2014)88号)
有关规定并经市人社
局同意，确定北大医
疗淄博医院为淄博市
工伤康复协议医院。
自2 0 2 1 年3月1 1 日
起，凡在我市工作的
工伤患者，经鉴定、
审批后便可在北大医
疗淄博医院接受康复
治疗。

康复医学科拥有
一支医术精湛的医师
团队。学科带头人马
红军，医学博士、副
主任医师、康复治疗
师、健康管理师，擅
长脑卒中、脊髓损
伤、周围神经损伤、
骨折术后等相关疾病
的功能诊断、评估及
康复治疗，同时对小
儿脑瘫、语言发育迟
缓、智力障碍和孤独
症等相关儿童类疾病
的功能诊断，评估与
康复治疗有着丰富的
治疗经验，对于烧伤
后功能康复，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现代康
复治疗有独特方法，
神经系统遗传代谢性
疾病功能障碍的康复
具有较高造诣。

医院将严格按照
工伤保险有关政策规
定，加强管理，不断
提升康复能力，增强
服务意识，优化服务
方式，提高服务水
平，为参保工伤人员
提供优质便捷的服
务。

李磊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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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技术不断更新、按在“快进键”
上的学科；这是一个紧跟前沿技术、开启“加
速度”的80后大夫。

他就是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泌尿外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刘红亮。

怀揣满腔赤诚、勇攀技术高峰，他努力学
习国内外的新技术并应用于临床，精益求精，
力求完美，力求为周边地区患者带来更新更好
的医疗技术服务。

“碎石”能手

“钬激光比头发丝粗一点，平时用在输尿
管、膀胱等结石的碎石治疗上。”说起泌尿外
科治疗技术，刘红亮如数家珍。

现年41岁的刘红亮是患者眼中的“碎石”
能手。他擅长各种泌尿外科疾病的诊断、治
疗，尤其是泌尿外科微创技术见长，能够熟练
开展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泌尿外科腹腔镜手
术，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经皮肾镜钬激
光碎石取石术等医疗技术。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泌尿外科紧跟时代
步伐及时更新技术。对于输尿管肿瘤患者，利
用输尿管镜取活检术，达到确诊目的，小的肿
瘤可以一次性切除；对于较大膀胱肿瘤患者，
既往手术治疗上常采用膀胱部分切除术，如今
已创新为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利用“电
切”技术将肿瘤切除干净，达到与开放手术一
样的效果。

近日，泌尿外科团队就成功为82岁老人开
展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膀胱多发结石钬激光
碎石取石术，手术历时50分钟，再次刷新了医
院泌尿外科的记录。

82岁的患者胡大爷(化名)进行性排尿困难
6年，近2月症状加重，泌尿系彩超提示前列
腺增生、膀胱内有四块栗子大小的结石，经
泌尿外科诊疗中心专家团队进行讨论，制定
了完善的手术方案，为其实施了经尿道前列
腺电切术+膀胱结石钬激光碎石取石术。术中
利用等离子电切技术，逐步将前列腺中叶及
两侧叶增生组织彻底切除；置入钬激光光
纤，将结石击碎后用专门的冲洗器冲出。手
术非常顺利，50分钟结束手术。术后第5天，
胡大爷康复出院。

“摘瘤”妙手

依托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提供的优势平台，
爱学善学的刘红亮不断攀登技术高峰。

2020年以来，淄博市首席医疗专家聂清生
教授来到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在他的带领下，
泌尿外科团队先后开展了多例高难度复杂泌尿
外科手术，而他的言传身教，也让刘红亮所在
的泌尿外科诊疗水平更上一层楼。

近日，泌尿外科联合胆病中心协同作战，
为一名患有左肾上腺巨大肿瘤，并且侵犯胰
腺、左肾和肠道等多脏器的女性患者实施手
术，成功切除了肿瘤及受累的组织，将她从死
神手里拉了回来。

对当时诊疗的情景，刘红亮仍记忆犹新，
该患者病变部位与肾脏、胰腺及肠管等周围组
织粘连紧密，考虑可能是神经源性内分泌肿
瘤、嗜铬细胞瘤恶变。因左肾上腺肿瘤侵犯临
近器官，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医教科多次组
织横跨9个科室的多学科(MDT)会诊，由泌尿外
科牵头，涵盖麻醉科、普外科、胆病中心、胸

外科、心内科、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放
射科共同研究讨论患者病情，最终决定为其
实施巨大肾上腺肿瘤摘除及多脏器的切除
术。

经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手术奋战历
时7小时，圆满完成。康复出院时，患者向医
护人员表示了真挚的感谢。“原本以为只是
一次普通的腹胀，却没想到差点要了我的
命，现在回想起来后怕不已!感谢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的医护人员，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

正是这样一例例高难度手术的成功开展，
推动了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泌尿外科不断向前发
展。

“医路”援手

从医近20年，刘红亮养成了一种“习
惯”，为每一位患者特别是复杂疑难患者进
行手术前，他都会亲自到病床前跟病人和家
属谈心，耐心细致地解释手术的必要性，告
诉他们医院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从而
消除患者对手术的恐惧感，有利于手术的顺利
开展以及病人的术后恢复。

这个习惯，使得细心的刘红亮和同事们，
总能在与患者的交流中，发现更多病痛之外的
“痛处”。

2020年3月，受疫情原因，沂源县苗师傅自
家种植的4000多斤苹果滞销了，他拉着苹果决
定来山铝碰碰运气，岂料还没开张就先住了
院。3月15日，苗师傅刚到达山铝，突然肚子
疼、腰痛，难以忍受，于是急忙到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就诊。急诊医生接诊后怀疑苗师傅输尿
管结石发作，经彩超、CT检查后，确诊左输尿
管结石。刘红亮团队对其进行了体外冲击波碎
石治疗，苗师傅病情得以迅速康复。

手术很成功，但他们却发现苗师傅眉头紧
锁、心事重重，主动询问得知苗师傅又患了
“心病”。住院这几天，从沂源带来的苹果一
直没动，这可怎么办？苗师傅一家人都靠这些
苹果过日子呢！

见此情况，刘红亮将苗师傅的状况汇报给
了院领导，一场温暖的爱心购接龙，在医院微
信群里流传开来，全院医护人员积极主动订购
苹果1740斤，为苗师傅解决了大麻烦。

出院时，苗师傅重现了往日的笑容，并感
激地对医护人员说道：“我也不大会说话，但
是真的是很感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呐，谢谢
了！”

仁心仁术，一路走来，刘红亮和他的团队
在攀登技术高峰之路上，也不忘关心民生疾
苦。有这样的优秀团队，医院将会发展得更好
更快，为周边地区患者带来更大的福音，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自《淄博日报》

5·10人才品牌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