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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上午，国际知名消化内镜
微创治疗专家周平红名医工作室
揭牌仪式在复旦中山厦门医院举
行。厦门市卫计委党组成员、
干部
保健办主任苏妙玲及复旦中山厦
门医院副院长周建军等相关领导
共同出席。
周平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兼复旦中山厦
门医院内镜中心主任。他是消化
内镜领域的行业翘楚、国际顶级
专家，长期致力于胃肠道肿瘤的
内镜微创和外科手术治疗，创造
性地开展了多项世界领先的微创
切除新方法，并受邀在 30多个国
家、地区大会演讲和手术演示，吸
引全球各国内镜专家前来观摩学
习。周平红教授凭借灵巧双手在
内镜领域匠心筑梦的故事，成功
入选全国 24位 “大国工匠”之

早癌 ESD、十二指肠肿瘤 ESD及
食管肿瘤 STER等内镜下微创手
术治疗，让厦门及周边市民不用
再赴外地求医，在“家门口”就能
接受国际水平的诊疗服务。
12月 6日这天，周平红教授
一，
并成为医学界的唯一代表。
为一位患者成功施行了十二指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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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下肿物 ESD。在周教授高超
技术操控下，胃镜就像他的手指
周平红名医工作室早在今年
一样灵活稳定，通过注水、电切、
7月就已经成立并运行良好。短
电凝等，在黏膜找到了瘤子，沿着
短 5个月，在周平红教授的带领
下，其工作室的成员——
—姚礼庆、 黏膜下层，紧贴肌层像“剥洋葱”
一样，将瘤子完全剥离，未出现严 “中山标准” 引领着国际内镜诊
陈世耀、徐美东、钟芸诗、张轶群
重出血及穿孔。患者术后仅需观
等多位国内知名内镜专家每周轮
疗规范。
察两到三天，
即可出院。
流到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开展门诊
复旦中山厦门医院是厦门市
和手术等。值得一提的是，
以周平
委市政府与复旦大学合作的一项
[abcdefg9"""hi
红教授命名的经口内镜下肌切开
重大民生工程，由复旦中山全面
据悉，内镜中心作为总部复
术 治 疗 贲 门 失 弛 缓 症（POEM
运营的高水平公立综合性三级医
旦中山医院重点打造的三大平台
ZHOU）、
以徐美东教授命名的内
院。厦门医院内镜中心秉承总部
之一，一直保持着全国乃至世界
镜经隧道黏膜下肿块切除术
精神，实行“同质化”管理模式，
（STERXU） 以及 ERCP治疗、 设施最先进、年内镜诊疗人数最
在周平红主任及厦门医院内镜中
多、肠镜诊疗人数最多、无痛内镜
胃黏膜下肿物 EFTR手术、食管
心执行主任姚礼庆的共同带领
诊疗人数最多、开展内镜诊疗项
静脉曲张套扎手术和超声内镜下
下，充分发挥总部医疗和技术优
目最全等称号。早在 2015年，总
穿刺等多项高难度内镜下微创手
势，开业第一年就已完成了 6000
部内镜中心诊疗量就一举突破十
术均已成功开展。
多例消化内镜诊疗，总手术量达
万例，并获得 6项吉尼斯世界纪
揭牌前，周平红教授已为多
832例，其中三四级手术 184例，
名患者看诊，并马不停蹄地为 4 录。国际上多项内镜手术指南规
并开展了消化道支架置入、食管
范，均由复旦中山医院主导制定， 静脉曲张套扎、消化道肿瘤内镜
位慕名而来的患者成功实施了胃

下微创治疗（EMR、
ESD、
STER、
EFR）等高难手术。
“名医工作室的建立不只是
将上海专家带来，
更是将人才‘输
血’转换为人才‘造血’，打造一
支带不走的顶尖内镜团队。”周平
红教授表示，目前厦门医院内镜
中心已形成内镜下的常见病、多
发病由厦门团队初步诊疗，疑难
复杂病例与名医工作室成员组合
作治疗的模式。复旦中山厦门医
院副院长周建军提出，希望通过
周平红名医工作室的带动效应，
在三到五年内打造出 “与总部无
异”的内镜中心。
:$;8%8!<

!"#$%& '()*+,-.
056789%%2:;<2=>?@ABCDEFGHIJK



K





g

!

期检查中各项指标基本良好，但
经常在透析 1小时后出现血压明
显下降的情况。如果仅根据血透
前的体重、血压的变化调整目标
世界权威医学期刊 《柳 叶
体重，
容易发生心血管并发症。
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慢
对此，血透二区的负责人胡
性肾脏病患病率为 10.
8%。这意
伟平博士即刻让梁阿姨在血透过
味着我国去年已有约 1.
3亿慢性
程中使用连续多普勒无创血流动
肾脏病患者，数量与糖尿病患者
力学监测系统进行监测、
治疗。通
基本持平。按照尿毒症（终末期
过监测，
医师们能根据血压、心排
肾病）发病率来计算，我国目前
需要治疗的尿毒症患者接近 300 量、每次脉搏输出量等血流动力
学参数及时调整透析方案，明显
万人，尿毒症患者需要终生透析
如何及时发现尿毒症患者在
减少她的低血压情况，梁阿姨的
才能维持生命。如何让尿毒症患
血透过程中的血流动力学变化，
血透也变得更为轻松、
安全。
者享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成为迫
并及时调整透析方案成为血透医
据介绍，尿毒症患者在透析
在眉睫的问题。
师最关注的问题。第一医院杏林
间期常存在 容 量负 荷过 重 的问
近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题。每周至少 3次进行血液透析， 分院血透二区引进多普勒无创血
院杏林分院血透二区实现省内率
流动力学监测仪为血透患者提供
每次 4小时才能清除体内多余水
先在血透室里使用连续多普勒无
了保障。据介绍，
此仪器能在无创
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仪（
USCOM）
， 分，让身体既不会脱水也不出现
状态下通过超声多普勒效应准确
水潴留，即达到临床所说的目标
为需要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的尿毒
评价血透患者的体内水容量状态
体重。但是，
要在规定时间内清除
症患者，通过多普勒超声实时监
及血管内血流实时状态，对确定
测容量负荷和进行心功能评估， 体内多余水分，势必会造成体内
患者是否达到合适的目标体重有
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主要表现
保障患者在透析中的治疗安全。
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为心排量（CO）、每次脉搏输出
wxyz{|}~
量（SV）以及心指数（CI
）的降
w
梁阿 姨规 律透 析 10年 了 ， 低，
且外周血管阻力逐渐升高，将
第一医院肾内科行政副主任
是杏林分院血透二区新仪器的第
导致尿毒症患者在血透过程中发
兼血透二区负责人胡伟平博士介
一位获益者。梁阿姨在近期的定
生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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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多普勒是用超声多普勒效应来
检测心脏血流动力学和全身血流
生理参数的一种检查方法，
是一种
十分有效的无创血管检查方法。
“连续多普勒无创血流动力
学监测仪能对病情危重的血透患
者实时进行床边体外无创性监测
血流动力学变化，还能对于长期
维持透析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合理
选择使用降压药物，帮助维持血
流动力学稳定，
保护心功能，减少
心血管并发症。”胡伟平表示，
在
提高血透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
透析生存时间上，又多了一种透
析保驾护航的“武器”，将造福更
多血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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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服务杏林及周边
地区的血液透析患者，
自 2017年
5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
杏林分院设立了肾内科血液透析
二区（简称血透二区），总院肾内
科对血透二区实行一体化管理，
并派肾内科行政副主任胡伟平作
为 血 透二 区负 责人 主 持 开 展 工
作。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脏
病学专业始于 1981年，
是厦门最
早的肾脏病专业之一，目前已建
成完善的肾脏病学专科，肾内科
是厦门市领先学科、泌尿系统疾
病诊治中心，国家药物临床试验
专业，
“刘志红医学院士指导平
台”牵头单位。在 2017年，省血
液透析治疗质控中心专家对血透
二区进行质控检查，给出了 8A
（优秀）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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