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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昕：针刀微创追梦人
【媒体链接】——— 淄博日报·淄博晚报·博览新闻

近日，重症医学科用微创
法以最小的创伤完成了一例
高难度瘢痕增生气管切开术。

曹爷爷（化名）76岁，曾因
车祸伤及脑部导致卧床多年，
并合并有脑梗死、高血压病、
冠心病、房颤等多种严重基础
疾病。因反复肺部感染行气
管切开术后多年，最近因气管
切开处瘢痕组织增生横跨气
道内外导致气道梗阻、呼吸困
难，在急诊科行经口气管插管
后转入重症医学科，病情极其
复杂。为更好地管理气道、控
制肺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主任医师韩洪志、高兴尧讨论
后做出决定，为患者再次行气
管切开术。此前患者家属曾
咨询多家医院，均表示再次行
气管切开的难度高，风险大，
最后患者家属选择了信任重
症医学科的技术。

因为患者是困难气道，为

保证手术过程万无一失，前一
天晚上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
反复演练，推敲每一个细节，
尽可能想到术中出现的任何
可能及应对措施。开始手术
了，安静的空气中只能听到呼
吸机咝咝的充气声，定位、麻
醉、切皮、穿刺、进导丝一系列
操作过程行按部就班，“停呼
吸机、拔出气管插管！”随着指
令，护士迅速按下待机键，大
家也紧张的屏住了呼吸，韩主
任扩张开气道，高主任马上延
导丝放入气切套管，退出内芯
后护理人员迅速接上呼吸机
管路，按下通气健。“波形正
常、氧饱和度稳定，成了！”操
作仅用时2分30秒，而从停呼
吸机、开放气道到完成套管置
入，仅用时20秒。

翟亚茹

近日，普外科专家慧眼
诊断肠梗阻的病人确诊为
腹内疝，使病人得到及时救
治。家属送来一封热情洋
溢的感谢信。

普外科病房里来了一
个肠梗阻病人，李化新主任
带领查房，多年的经验让他
感觉到病人不是普通的肠
梗阻，有可能是腹内疝，嘱
患者一定严格禁饮食，尽早
安排强化CT明确诊断。放
射科给与强化CT检查，他

们也高度怀疑腹内疝。李
化新主任没来得及吃饭，立
刻以最快的速度准备手术，
与患者家属深度沟通，他们
表示非常理解和信任。在
手术室工作人员的大力配
合下，术中发现果然是粘连
带形成，压迫肠管，小肠已
破裂，手术及时顺利，避免
了病人的病情恶化，使病人
得到及时救治。

李伟

近日，骨科成功为一位
椎间盘突出患者，实施椎间
孔镜下行突出髓核摘除术+
神经根松解术，患者术后
良好。

李先生是一位椎间盘
突出患者，就诊时腰腿剧烈
疼痛，下床困难，不敢行走，
躺在床上疼痛难忍，药物止
疼效果不佳，他十分痛苦。
入院后经过骨科专家们讨
论决定在椎间孔镜下行突

出髓核摘除术+神经根松解
术。手术仅仅用了不到一
个小时，患者术后半小时进
水，2小时进食，术后三小时
下地行走去厕所。患者术
后说没想到手术这么好，一
点都不疼了，终于睡了一个
安稳觉感觉太满足了，太感
谢骨科的专家们及护士们！
早知道就早点来做这个微
创手术了。

王晓丽

“赞！赞！赞！国医堂真正好，人
人手艺高。微笑贴心好，护士长更暖
心。杯杯热茶送床边，爱心问候少不
了。”这是在国医堂患者群里，王大姨写
的打油诗。

王大姨一直在国医堂进行治疗，她
说国医堂工作人员的认真工作和贴心
服务让她很感动，所以才有感而发地写
了这首打油诗。

王丽娜

近日，中医诊疗中心收到一封感
谢信。

48岁的孙先生，因乏力，睡眠障碍
入院，每个小时都要醒一次，睡眠很浅，
有糖尿病，心肌梗塞病史，肝功能指标
升高。入院后专家给予中药，针灸，胰
岛素，口服药等综合治疗，4天乏力明
显缓解，睡眠沉稳，转氨酶从400降至
200，一周时血糖基本达标，无乏力，睡
眠好。患者出院时，送来感谢信一封，
表达谢意。

郭英芳

一个人的23年执着，可以成就什么？
从寂寂无闻到行走在针刀微创技术前沿，彭昕用一次

又一次医学攻关、一次又一次的不懈探索做出回答。
医无止境，初心不改。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经

开区医院）颈肩腰腿痛诊疗中心、针刀微创诊疗中心主任
彭昕看来，一切医学技术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只有一个：尽
量让患者的损伤更小一些，恢复的速度更快一些，生活质
量更高一些。

记者 胡丽萍 通讯员 朱凤霞

患者为何不远千里而来？

近日，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颈肩腰腿痛诊疗中心/针刀微
创诊疗中心接诊了一位特殊的
小患者。

这名小患者来自千里之外
的安徽，年龄只有2岁半。大约
半年前，小患者的妈妈李女士
（化名）发现孩子右手大拇指疼
痛伴活动受限，大拇指伸不直，
而且疼得厉害。家人给小宝宝
按揉、热敷后效果不佳，非常
着急。

李女士通过自家亲戚了解
到，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颈肩腰
腿痛诊疗中心/针刀微创诊疗
中心主任彭昕，有“一招鲜”，可
用针刀微创一次治愈小儿腱
鞘炎。

口口相传让李女士慕名而
来。彭昕见到小患者，问诊、查
体并详细沟通后，组织团队讨
论病例、制定手术方案，最终决
定进行针刀微创松解治疗。

孩子才2岁半，手术过程中
不会配合，给手术增加了难度。
但彭昕已成功做过近百例小儿
腱鞘炎，只见他手持细细的针
刀，准确扎入患儿皮肤，针随手
动，快速松解粘连部分，利落出
刀结束。时间仅有短短几分
钟，而创口竟然只有针眼大小，
不流血，更无需缝合。3天后，
小患者就顺利出院回安徽了。

精湛医术的背后，饱含着
彭昕团队为患者着想的诊疗
理念。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取得
最大的疗效。”彭昕说，这是他
始终奉行的阶梯治疗理念———
根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全
方位综合考量，帮助患者选择
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简
单说，就是能吃药不动针，能保
守不手术。”

23年精医不止

从医23年来，对医学事业的
由衷热爱，指引着彭昕不断探
索，走向更高处。

2000年，针灸、推拿出身的
彭昕被医院外派到北京昌平师
从朱汉章教授学习小针刀技术，
从此和针刀微创技术结下不解
之缘。

2012年，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签订技术
合作协议，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彭昕前往省千佛山医院跟随国
内时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医药
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省千
佛山医院疼痛主任刘方铭进修

学习中医微创针刀技术。
在刘方铭学术思想的影响

下，彭昕把针刀疗法引入医院介
入室，“C型臂下针刀松解、臭氧
注射（冲洗）”治疗顽固性膝关
节、肘关节、肩关节疼痛成为常
规术式。这一创新推动针刀微
创技术在淄博迈入可视化时代。
传统针刀靠的是手摸心会，而引
入介入技术后，相当于为传统针
刀装上一双科技的“眼睛”，让病
灶无所遁形，让治疗更加精准。

彭昕喜欢琢磨，越是遇到难
题，越能激发他的动力。手足麻
木是针刀微创的疑难领域，但彭
昕通过大量的临床病例观察发

现，麻木多由周围神经卡压综合
征引起，只要找准反应点，以针
刀松解神经受压之处，往往可以
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突
破性进展，使手足麻木由原来的
不可治、难治变为可治、易治。

彭昕的时间总是不够用。
平时上班做临床，周末去参加学
术会议、进修学习，是他的生活
常态。同事善意调侃他，“节假
日不是组织学术会议，就是在去
参加学术会议的路上。”

如今，彭昕在针刀松解、臭
氧冲洗治疗肘、膝关节炎（积
液）；针刀松解颈周腧穴治疗神
经根型、椎动脉型颈椎病；针刀
松解、射频（臭氧）消融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针刀松解治疗周围
神经卡压症（手、足麻木）；针刺

结合手法整复快速治愈腰扭伤；
“益智针法”治疗颈性眩晕、失
眠、健忘症，预防老年痴呆；针刀
松解一次性治愈拇指狭窄性腱
鞘炎（弹响指、闭锁指）、“益智针
法”治疗健忘症等方面均有独到
之处。

2019年，针刀微创诊疗中心
获评“淄博市临床精品特色专
科”，2022年被评为淄博市市级
中医专科（特色疗法/技术）集群
建设牵头单位。2021年，彭昕被
评为淄博市优质医疗技术服务
创新带头人；今年，在淄博市卫
生健康委开展的2022年“淄博好
医生”推选活动中，经过层层推
荐、逐级审核，彭昕又荣获“淄博
好医生”称号。

回首方知群山峻，举目又见
峰更高。近年来，在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领导的全力支持下，彭昕
团队在针刀微创领域奏响发展
强音。

搭建平台，加强交流。2016
年12月，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牵头
成立了淄博市中医药学会疼痛
专业委员会；2019年4月，医院成
为淄博市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
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这为全市
针刀专业技术平台建设提供有
力的保障。

传经送宝，培养人才。自
2016年至2019年，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连续四年成功申报并举
办以针刀微创技术为核心的市
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邀请宋文
阁、刘方铭、王颖、毛树文等省内
知名针刀大家授课，接受培训专
业人员达500余人次，取得了满
意的效果。为全省培养进修人
员20余名，进修人员除我市外，

还遍及青岛、济南、菏泽、滨州、
聊城等地。

重视科研，扎根基层。2017
年11月，彭昕以技术负责人身份
参与的“以针刀微创技术为核心
的中医特色疗法在基层推广应
用”科技惠民工程平台建设，获
得淄博市科技局批准立项；针刀
微创中医药特色技术入选2020
年度齐鲁医派中医药特色技术
项目整理名单。积极响应淄博
市卫健委“百佳名医下基层”暖
心战略，2020年10月20日，“彭
昕名医基层工作室”落户淄川经
开区卫生院，开始为期两年的技
术下沉、惠及百姓的扎根基层技
术帮扶之路。

彭昕坚信，“针刀微创可以使
得患者损伤更小，恢复更快！”他
愿做一点星火，让针刀微创技术
在淄博发扬光大，惠及更多患者。

淄博针刀，奋进的鼓点已
擂响。

擂响淄博针刀奋进鼓点

重症医学科完成高难度
瘢痕增生患者微创气管切开术

普外科专家慧眼诊断腹内疝

骨科成功治疗一椎间盘突出患者

国医堂收到打油诗一首

中医诊疗中心
收到感谢信一封

■ 科室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