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山东省医疗
质量控制中心、山东
省肾内科质量控制
中心主办的“净护天
使”山东省血液净化
标准操作技能竞赛
日前圆满落幕。烟台
山医院作为大赛烟
台赛区承办单位，积
极做好大赛的筹备、
组织、实施工作，参
赛并荣获一等奖。

大赛开幕式在
烟台山医院友谊报
告厅举行，来自全省
的各位专家、评委及
烟台、威海地区所有
参赛选手参加了开
幕式。烟台山医院副
院长张恩宁致辞，介
绍了我院的发展状
况和血透室工作的
开展情况。省立医院
血透室护士长周艳代表省质控中
心讲话，强调了活动的意义和重
要性，要求大家以竞赛促规范。我
院血透室护士长张惠芳作竞赛标
准解读。

本次大赛要求选手在 30 分
钟操作时间内，根据题目要求，进
入各自赛场（仿真透析单元），完
成血液透析密闭式预冲、动静脉
内瘘穿刺上机、密闭式回血下机、

废液排空、机器消毒处理等全
流程技能操作。经过一天的激
烈角逐，我院血透室护士孙爽
爽，凭借熟练扎实的操作技
术、沉着冷静的场景应对、自
然亲和的护患沟通，以 99.7
的高分夺得第一名。

烟台山医院高度重视血
液净化专科发展和建设，历经
多次改革扩大，血液透析室现
已发展成拥有 65 台透析设
备、长期固定透析人数为 280
人的标准化血透中心。近年
来，烟台山医院血透室紧紧瞄
准行业风向标，注重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严抓感染防控，
取得了诸多可喜成绩，作为烟
台市血液净化质控中心和主
委单位，为烟台市血液净化专
业的不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
引领和带动作用，得到行业高
度认可。 【血液透析室】

“净护天使”山东省血液净化
标准操作技能竞赛
在烟台山医院举办

为做好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提
升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出生缺陷防
治水平，由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烟台市总工会主办，烟台市妇幼保
健院承办的 2019 年烟台市出生缺
陷防治技能竞赛日前举行。烟台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立、妇幼
健康科科长王立新，烟台市妇幼保
健院院长张树栋、副院长丛芳等出
席开幕式。来自全市 15支代表队的
64名参赛选手参赛。

本次大赛由省、市两级专家担

任考官，竞赛包括综合笔试和技能
操作两部分。考核内容为婚前检查、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产前筛查、产前
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五个项目。本
次竞赛按照公平、公正原则进行，烟
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
全程监督。

经过激烈角逐，莱州市卫生健
康局获得团体一等奖；婚前医学检
查、孕前优生检查、产前筛查、产前
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个人一等奖
分别由莱州市妇幼保健院吴国利、
吴旭霞，龙口市妇幼保健院栾琳琳，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石春红、花琛获
得。近期他们将代表烟台市代表队
参加省级决赛。

本次比赛综合性强，旨在全面
考察和展示参赛选手的综合专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通过“以赛带训”，切
实做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
促建”，为进一步落实出生缺陷三级
预防措施，降低我市出生缺陷发生
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打下坚实基
础。 【妇幼综合办】

关爱妇女儿童预防出生缺陷

2019年烟台市出生缺陷防治技能竞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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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近日，烟台山医院胃肠外科主
导、多学科协作，为一位曾做过 7 次
腹部手术且有着明显贫血、低蛋白
血症、心功能不全的 80 岁老人成功
切除了腹膜后巨大恶性肿瘤。

这位老人罹患腹膜后脂肪肉瘤
多年，此前做过 7次切除手术。前段
时间又出现了食欲差、恶心、乏力
等，且症状日益加重，到后期只能进
食少量流食，严重影响到老人的日
常生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家人带
着她来到了烟台山医院胃肠外科。

胃肠外科为她做了相应的检

查，发现老人有明显的贫血、低蛋白
血症、心功能不全,“这意味着她的
身体状况非常差，即便是一次常见的
呼吸道感染都有可能威胁到她的生
命安全，更何况是一次大的腹部手
术。”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万勇说。
当时老人严重营养不良，营养补充多
了，她的心脏“受不了”，补少了又不
起作用。她体内肿瘤大小为30cm×
20cm，几乎占据了整个左侧腹腔，并
完全包裹住了左侧肾脏，如果手术，
左肾也要一并切除。加之此前她已
做过 7 次腹部手术，腹部留有多处
手术瘢痕，腹腔内有严重的黏连。
“术中及术后的并发症甚至是死亡
的风险比较高，一旦哪个细节没有想
到，没有处置到位，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这些棘手问题，胃肠外科医
护团队首先进行了科室内的病例分
析，认为手术切除肿瘤是最佳的治疗
方式。针对病人已有的和可能发生
的问题，胃肠外科联合心内科、营养
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泌尿外科、
血管外科等相关科室，对病人的情况

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对可能出现的风
险做了预案。最终，在征得病人及家
属同意的情况下，确定了接受营养治
疗后尽早手术的治疗方案。

手术，就要把长瘤的部位和可能
已经受累的部分全都切除干净。与良
性肿瘤的切除相比，切除的范围与手
术难度都要大得多。为了保证手术的
成功，麻醉科主任邵伟及其团队为这
位老人制定了个性化方案，最大程度
上保证了手术的顺利进行。历经 3小
时的手术，老人的腹膜后巨大恶性肿
瘤被成功切除。术后当日，在外科重
症监护病房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老人
平稳度过麻醉后风险期。术后第 11
天，老人恢复良好，自己步行出院。

在老人整个治疗期间，胃肠外科
一直遵循着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精准
医学理念和损伤控制理念，坚持营养
治疗为先锋，手术治疗为核心，一切
以病人康复为中心，技术上精益求
精，并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诊治优
势，最终顺利地为老人切除肿瘤，再
次赢得健康。 【胃肠外科】

烟台山医院多学科协作切除巨大肿瘤
患者为曾做过 7次手术的八旬老人

12 月 26日 -28日, 中国心血
管健康大会 2019 在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顺利召开。在大会举行的授牌仪
式上，烟台山医院分别通过“高血压
达标中心” 及 “心脏康复中心”认
证，正式成为全国首批、烟威首家
“高血压达标中心”及“心脏康复中
心”。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高血压达标中心

烟台山医院 （联合带动栖霞人
民医院、长岛县人民医院、烟台东方
医院）以全国第七名的成绩从 2370
余家申报单位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

第一批通过高血压达标中心认证单
位，也是烟威地区首个高血压达标中
心。医院同时荣获“高血压达标中心
优秀建设单位奖”，高血压专家范金
英主任医师获国家 “高血压达标中
心积极推动奖”。

高血压达标中心建设由中国医
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疾病
预防与治疗分会、中国心血管健康联
盟、心血管健康研究院联合发起，以
医联体模式，让综合实力较强的牵头
医院带领二级或社区医院同步发展，
逐步提高我国高血压的诊疗水平，提
高达标率，以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率及死亡率。

我国是高血压大国，高血压发病
率高达 27.9%。大数据表明，我国城
乡居民心血管病死亡率高居致死疾
病首位，而 1/3 的心血管死亡归因于
高血压。高血压作为心脑血管病首
要的、独立的危险因素，规范诊治至
关重要，治疗达标刻不容缓！烟台山
医院 2013 年成立高血压专科，目前
已形成高血压筛查 - 诊断 - 病因筛
查 - 规范诊治 - 长期随访管理的完
整体系，是烟威地区最大的高血压诊
治中心。今后，烟台山医院将继续致
力于高血压诊疗新技术、新理念的研
究，带动全市高血压疾病预防、控制
与管理能力的提升，让更多的高血压
患者达标获益，为市民健康保驾护
航，造福民众。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心脏康复中心

经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心脏康
复中心总部授牌，烟台山医院成为全
国首批通过心脏康复中心认证的 42
家医疗单位之一，这标志着烟威地区
首家心脏康复中心的建成，体现了烟
台山医院心脏康复水平已走在全国
的前列。

烟台山医院心脏康复中心融合
心血管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心
理医学、行为医学等专业体系，拥有
技术精湛的医疗团队，以预防、治疗、
康复为多重医学目的，强调整体和全
程治疗理念，实施心脏康复的规范化

诊疗。目前医院开设心脏康复专科
门诊，具备专门的心脏康复中心评估
干预场所，配备心脏康复专业设备，
以医学整体评估为基础，通过五大核
心处方即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
处方、心理处方（含睡眠管理）、危险
因素管理和戒烟处方的联合干预，为
心血管疾病患者在急性期、恢复期、
维持期以及整个生命过程中提供生
理、心理和社会的全面全程管理服务
和关爱，尤其为心血管疾病患者出院
后的康复提供了系统科学的专业指
导和帮助。

今后，烟台山医院心脏康复中心
将继续竭诚为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

专业、优质、全面、便捷的医疗服务，
最大程度降低心血管疾病患者再住
院率和死亡率，改善预后，为患者实
现心脏康复、健康生活而努力。

至此，烟台山医院作为区域医疗
中心，在省内率先开展的五大中心建
设：胸痛中心、房颤中心、心衰中心、
心脏康复中心、高血压达标中心五大
中心均通过国家级认证，实现心血管
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一体化管理。
“五大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能切实提
升医院心内科及相关科室的诊疗能
力，惠及更多心血管疾病患者，同时
也能很好地带动区域内学科发展。

【宣传科】

烟台山医院获全国首批
“高血压达标中心”及“心脏康复中心”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