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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院普外科肝胆外科：由“普病”转向“专病”，为广大患者带去福音
市中医院肝胆外科是 2018 年初医院根据总体发展规划的
要求， 对原有普外科进行临床亚专科建设应运而生的新科室，
主要从事肝胆胰脾肿瘤、胆道疾病（如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
内外胆管结石）和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导致的门脉高压症等
肝胆系统疾病的诊治。

与不合理的饮食、生活习惯及家族因

显增加了。

腹胆囊切开取石、超声引导下经皮穿

素有关，如果术后保证科学的饮食习

一般医生习惯用“一元论”的思

刺造瘘胆管镜取石、腹腔镜联合胆管

惯，加上中医药预防调理，完全可以

维去考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用一种

镜胆囊切开取石等，在安全、微创的

有效防止复发。

疾病解释患者所产生的症状，像王女

基础上，可以做到取净结石。 同时依

士这种情况，当受累器官比较靠近的

托中医院独有的中药优势，开展术后

一位王姓女士多年前做胃镜检
查时发现糜烂性胃炎，上腹部经常隐

时候， 症状就表现出很多相似的地

预防结石复发的治疗和研究，已经取

虽然是新设立的，该科却是徐淮地区最早开展腹腔镜胆道

隐作痛，并伴有嗳气、恶心等症状，一

方，胆囊结石因而被忽略了。

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微创手术和结直肠癌腹腔镜微创手术的科室，拥有雄厚的微创

直服用胃药。 半年前患者到中医院做

技术积累。 特别是近年来科室引进双镜联合微创保胆技术，结
合中医院特有的中医溶石、排石方剂，为广大胆囊结石、胆囊息
肉、肝内外胆管结石患者带去福音。

为不同患者制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微创取石目前在市中医院肝胆

“
我们既不提倡盲目切胆， 也不

彩超检查时，发现胆囊在空腹状态下

科已是一项成熟的技术，通过在腹壁

提倡盲目保胆，科学的保胆重在保护

充盈不佳、胆囊壁增厚，而且伴有多

上打孔就可以完成胆囊切除或取石，

胆囊的功能，为不同类型的胆石症患

发的胆囊结石。 经过肝胆外科徐磊主

因此被称为
“
钥匙孔”手术。 此项手术

者量身打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如何

任医师会诊，考虑患者慢性结石性胆

操作简单，患者恢复快，入院时间短，

在保留有功能的胆囊之后，更有效地

囊炎和胃病同时存在，也就是所谓的

费用低。

预防结石的复发，才是我们的研究重

“
胆胃同病”，王女士最终转至肝胆外

中医院肝胆外科拥有先进的电

市中医院普外科是最近十年

疝和腹壁外科专家陈杰教授提供

科进行了微创取石手术，术后一周自

子胆道镜和高清腹腔镜，目前开展的

逐渐壮大起来的临床专科，也是医

技术指导，权红光主任带领科室医

觉上腹部隐痛症状消失，饮食量也明

双镜联合微创保胆取石手术包括开

院的支柱科室之一。“集中西医学

疗团队常规开展了腹腔镜下无张

之长、走致专于精之路”是市中医

力疝修补术（TAPP、TEP）、腹腔镜下

院院长范从海针对中医院普外科

巨大切口疝无张力修补、腹腔镜下

提出的发展思路。 肝胆外科为不同

造口旁疝无张力修补等三四类腹

患者制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西医

腔镜手术。 同时，为顺应腹壁疝治

先进的微创技术和传统中医药优

疗的前沿趋势及患者实际需求，科

势的有机结合是患者治疗受益最

室还率先开展了腹股沟疝局麻下

大化的保证。

日间手术，大大节约了患者的医疗

该科与消化科内镜中心联合，

费用，而且扩大了腹股沟疝无张力

通过中药应用及内镜技术，疗效显

修补手术的适应症。 许多患有心、

著， 大大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

肺、脑血管合并症的老年患者因不

降低了患者的手术几率；在肝胆胰

能耐受全麻或硬麻而无法手术的

腺恶性肿瘤的诊治方面， 该科与

患者， 亦可在局麻下完成手术，且

301 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相关科

手术前后不用禁食、 不下尿管，术

室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可以让

后即可下床活动，也不用换药和拆

患者在本地区就能享受到国内知

线，手术可在门诊完成，当日手术、

名肝胆专家的诊治技术。

当日出院。

2010 年，由徐磊主任医师引进

2017 年，普外科医疗团队成功

“腹腔镜深 筋 膜 下 交 通 静 脉 离 断

开展了“腹腔镜联合内镜保胆取石

术”结合中药外敷，治疗重度下肢
静脉功能不全引起的内踝溃疡

术”治疗胆囊结石（息肉）项目。 此
项技术当年仅于北京、上海及苏南

（
“老烂腿”），为重度下肢静脉曲张

经济发达地区部分医院开展，苏北

患者的治疗带来了新希望。 同时，

地区尚未见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针对不同临床分级的下肢大隐静

开展该项目的报道。 徐州作为淮海

脉曲张的患者，采取多种技术手段

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人口基数大，

去除或闭塞曲张的浅表静脉，配合

胆囊 良 性 疾 病 的 患 者 数 量 多 ， 为

“生肌散”“生肌膏”等中药的使用，

此，中医院普外科组织了以权红光

使经久不愈的溃疡面得以愈合，下

科主任、徐磊主任医师、张璞副主

肢静脉曲张的治疗术后也更美观、
效果更可靠，受到患者好评。
2012 年，科室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联合成立了徐
州疝和腹壁外科中心，由国内著名

任医师、徐振海护士长为主的医疗
护理团队，赴北京学习考察，并与
国内顶级的保胆取石专家和医疗
机构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
系。

点。 ”

多学科联合会诊，个性化术后护理
一位 56 岁的男性患者两个月前
发现尿色加深，继而出现皮肤巩膜黄
染，因无腹痛及发热，故未引起重视，
只口服了一些保肝类药物，但患者皮
肤巩膜黄染仍然进行性加重，且逐渐
发展至小便浓茶样、大便呈白陶土样
改变。 患者在当地就医后，经腹部超
声发现肝内胆管扩张、胆道占位性病
变、肝门部多发肿大淋巴，肝功能检
查提示有明显的肝功能损害，医生认
为患者已经是胆道恶性肿瘤晚期，无
法手术。
患者被不甘心放弃治疗的家属
转到市中医院就诊后，自动进入医院
肿瘤多学科联合门诊平台系统。肝胆

实施了保留幽门的胰十二指肠切除

及中草药汤剂，有效减轻了患者的术

外科将患者收治后进行了全面检查，

术，手术进行了 4 个多小时。 壶腹部

后不适，促进了胃肠功能的恢复。

随后提交全院肿瘤多学科联合讨论

恶性肿瘤比较少见，约占胃肠道恶性

有关调查表明，老人最易罹患阻

会（MDT）。 经由肝胆胰外科、中医肿

肿瘤的 0.5%左右， 因肿瘤周围解剖

塞性黄疸，恶性肿瘤的发生部位都位
于胆汁的通路上或胆总管下端开口

瘤科、介入科、病理科、影像科、检验

结构复杂、症状隐匿，往往难以早期

科专家集体讨论，诊断为壶腹部恶性

发现，患者就诊时往往已经是肿瘤晚

附近， 致胆汁不能通过或通过量减

肿瘤， 考虑患者入院时营养状况良

期了。

少，所以黄疸的出现是必然现象。 上

好，虽伴有局部的淋巴结肿大，但尚
有手术切除的可能性。

手术的结束并不代表治疗的最

例患者的恶性肿瘤起病比较隐匿，在

终成功，如何减少术后并发症，加速

最初的半年内几乎没有疼痛和不适

MDT 讨论结果出来后， 由肝胆

患者的早日康复？ 经术后的 MDT 讨

的症状，所以才没有受到患者和家属

外科专家徐磊主任医师与患者家属

论， 根据这位患者的病理诊断结果，

的重视。 专家提醒，当中老年人出现

进行了细致交流，使家属改变了放弃

中医肿瘤科及时跟进，为患者的下一

无痛性黄疸时，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

手术治疗的想法。

步治疗制订了合理的中西医结合后

的肝胆外科就医，明确诊断，以免耽

续治疗方案。中医护理人员为患者量

误病情，错失手术治疗的机会。

经过精心的术前准备，在普外科
权红光主任的指导下， 徐磊主任医

身定制了个性化术后康复方案，实施

师、张璞副主任医师主刀为患者成功

了富有中医特色的耳穴按压、针灸以

微创保胆取石,综合预防复发
1987 年，法国里昂妇产科医生

症等等。

为一位女患者完成了世界上第一

中医认为胆为六腑之一，属于

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腹腔镜胆囊

奇恒之腑，不但有贮藏和排泄胆汁

切除术随即快速普及，形成了延续

的作用，还与人的精神情志活动有

至今治疗胆囊结石新的
“
金标准”。

关，有
“
中正之官”之称。 所以，切除

当时的医学界普遍认为，胆囊应该

胆囊后不但导致胆囊功能丧失，还

切除，不仅因为它含有结石，而且

会出现胆囊切除术后综合征。

专家简介：
张璞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肝胆外科组长
2004 年毕业于徐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长期从事普外科
临床及教研工作。 2015 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肝

还因它能长结石。 但是，随着腹腔

胆囊结石的外科治疗方法就

胆外科深造。 在国家级及核心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主要专

镜胆囊切除术的广泛开展，该术式

只有胆囊切除一种吗？ 面对这一学

业方向为肝胆胰外科， 擅长肝胆胰良恶性肿瘤及肝内外胆管结

的术后并发症正在越来越多地见

界拷问，徐磊主任医师说，随着医

石等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对腹腔镜胆囊切除、腹腔镜联合胆

诸临床报道，如腹胀、慢性腹泻等

学科学的发展，人们得出了“胆囊

道镜保胆取石（息肉切除）等微创手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门

消化功能异常、胆管结石发生率升

有其重要的生理功能，它不是结石

诊时间：周一、周四全天。 联系电话：18651799599。

高以及术中损伤胆道引起的并发

生成的温床”的结论，结石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