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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广大患者摆脱骨科疾病困扰

不断进取 保守与积极骨科治疗并行

贵州省骨科医院———

谈及骨科，不少人都会情不

自禁地将其与骨折联系在一起，

其实骨科包含的范围很广，除了

应对骨折、关节置换外，颈椎病、

骨质疏松、关节疼痛等都属于骨

科的范畴。

多年来，贵州省骨科医院为

了能给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诊

疗服务，全院骨科专家一直致力

于发展各种特色的保守和非保

守治疗，通过不断提升医疗技术

和创新医疗服务，打造出以骨内

科为基础，脊柱科、关节科、创伤

科等多科室为保障的三级甲等

骨科专科医院，助力广大患者摆

脱骨科疾病困扰。

特色保守治疗：

精准诊断 +个性化治疗

应对各类骨内疾病

据了解，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内科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便已建立，为

了能给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诊疗服务，

该科一直以精准诊断为前提，致力于

全方位个性化治疗， 经过 40多年的

积累和发展， 该科已形成设施完善、

技术领先的颈肩腰腿痛诊疗体系。目

前该科正在逐步以疾病及治疗方法

进行分类，最终形成如颈椎病诊疗专

科、腰椎间盘突出症诊疗专科、膝关

节骨性关节炎诊疗专科、骨质疏松症

诊疗中心、针刀治疗中心、整脊治疗

中心、针灸治疗中心、牵引治疗中心

等具备全方位个性化治疗的科室。

头晕，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

一种病症。 然而，一些患者由于缺乏

相应的医学认知， 在遭遇此类病症

时， 往往将其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

甚至有的患者认为只是短时间低血

糖所引起的不适感。

对此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内科主

任宋红表示，其实颈椎病也会引起上

述的不适症状。 可令人遗憾的是，有

相当一部分患者在没有得到精准诊

断的前提下， 四处寻医却不见疗效，

最终导致病情更加恶化。 正是因此，

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内科作为国内规

模最大的骨科疾病非手术诊疗专科，

会更加注重对患者的精确诊断与个

性化治疗。

宋红主任说，在此以由颈椎病引

起的头晕， 即颈性头晕患者为例，针

对此类患者，科室专家可借助多年的

临床经验， 以及专业的仪器检测，最

终精准确诊该病后，再采用正骨推拿

的方法， 来纠正患者的关节错缝，改

善血管痉挛导致的脑供血不足，从而

缓解头昏症状。而对于一些症状较为

严重的患者，还可配合医院特色的穴

位注射治疗，即将活血通络、祛风除

湿、强筋壮骨的中药制剂注入相应穴

位，通过针刺、药液和推注压力对穴

位的刺激及药理作用，来达到立竿见

影的治疗效果。当然，除此以外，应对

颈椎病，依据患者病情的不同，还可

采用包含牵引疗法、拔罐法、小针刀

疗法等。

就在今年 3月份，贵州省骨科医

院骨内科收治了一名 55岁的女性患

者。就诊期间，该患者头晕症状严重，

不管是抬头、低头，亦或是改变体位，

都会加重晕眩的症状。 很快，经过系

统诊断，医生发现其是一名典型的颈

性头晕患者。

明确诊断后，宋红主任当即为其

进行了正骨推拿，让患者颈部肌肉得

到松弛的同时，对其颈部寰枢关节进

行了复位。考虑到该患者病症表现较

为明显， 宋红主任又结合了穴位注

射，为其进行了治疗，很快，该患者的

头晕不适症状得到了明显缓解。

在应对如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等

常见的老年性骨科疾病，目前贵州省

骨科医院骨内科已具备如中药熏蒸、

穴位敷贴疗法、针灸、PR�P，以及穴位

注射“水针” 治疗等多种诊疗方法。

52 岁的秦师傅， 系一名膝关节骨关

节炎患者， 长期被膝关节疼痛所困

扰。 今年 1月份，他还因该病多处寻

医。 而不了解病情的家属，出于改善

秦师傅生活质量的角度考虑，还劝其

尽早进行人工关节置换。 然而，在贵

州省骨科医院骨内科经过系统检查

后，秦师傅一家才得知，其实他的疾

病还暂时不需要手术，根本无需进行

人工关节置换。

随后，秦师傅在骨内科接受了近

半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如今其

膝关节疼痛的病症得到了逐步缓解，

目前已能正常上下楼， 生活自理无

忧。

此外，骨质疏松症也是较为常见

的一种骨科疾病，针对此类病症轻重

不同的患者， 骨内科也可采用针灸、

艾灸、穴位贴敷、穴位注射等特色中

医外治法，来应对不同程度的骨质疏

松症。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贵州省骨

科医院骨内科，已拥有双能 X线骨密

度检测仪、骨质疏松治疗仪等先进诊

疗仪器， 相比普通的超声检查来说，

可明确诊断患者是否患有骨质疏松

症， 并精确掌握患者病情的发展程

度，便于随后的跟进治疗。

特色积极治疗：

微创“椎间孔镜技术”

精准解决椎间盘突出症

颈椎病、腰椎病，以及脊柱侧弯等，

都是骨科当中较为常见的疾病，而现如

今， 在一些先天因素， 以及如“低头

族” 、“葛优躺” 等后天因素的共同影

响下，导致脊柱类疾病变得越发普遍。

为了给广大患者带来更优质的医

疗服务， 力争患者利益最大化， 近年

来， 作为贵州省重点建设专科的贵州

省骨科医院脊柱科， 在罗春山副院长

和陆廷盛主任的带领下， 整个专家团

队一直秉承着“微创治疗”的理念，在

技术上不断探索创新， 以此帮助患者

达到创伤小、花钱少、效果好的目的。

采访中， 陆廷盛主任告诉记者，

在长期姿势不当、 身体负重过大、外

伤， 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

致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正逐

年增加， 成为了较为常见的脊柱疾

病。这当中一些患者由于惧怕手术开

刀，为此宁愿吃药拖着，也不愿尽早

根除病灶。殊不知，如久拖不治，随着

病情的发展， 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严

重者甚至可能导致瘫痪。

对此陆廷盛主任表示， 目前应对

颈、腰椎间盘突出症最为成熟的技术之

一，就是椎间孔镜手术。据了解，由于该

技术是在以水为介质的环境下进行的

微创手术，为此此类手术的操作更加精

准、安全、高效。同时，较小的创伤，不仅

保证了患者术后的恢复更快，而且也为

患者省去了脊柱内固定等开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就在前不

久，罗春山副院长带领着脊柱科的专

家团队成员，依靠椎间孔镜术，仅切

开 7毫米的创口， 便为一名 38 岁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顺利实施了腰

椎间盘摘除。 同时，整台手术仅持续

了 1 小时便结束，术后，该患者不仅

能当即下地行走，而且困扰其 1 年多

的腰腿痛也消失了。

然而， 这只是贵州省骨科医院脊

柱科应对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截至目前，借助椎间孔镜术，贵

州省骨科医院脊柱科已帮助 2000 余

名患者成功摆脱椎间盘突出症的困

扰。

微创个性化治疗

应对各期股骨头坏死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

来，传统手术向微创手术转变的趋势

已势不可挡。 多年来，贵州省骨科医

院关节科作为贵州省重点建设专科、

院级重点科室，一直秉持着患者至上

的信念， 常年致力于微创化发展，不

断学习和引进应对骨关节病的各种

先进微创疗法，以“损伤小，出血少，

恢复快” 为原则，确保手术达到预定

疗效，此举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

认可。

股骨头坏死是骨科较为常见

的一种骨科疾病，由该病引发的髋

关节、大腿近侧，乃至膝部的长期

疼痛感， 出现髋关节活动受限，患

者坐卧不宁，大大影响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

采访中，贵州省骨科医院关节科

副主任医师张骏告诉记者， 目前，根

据股骨头坏死的病变情况，该病可分

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提倡

的治疗方法都有所不同。

对于仍处于早期的股骨头坏死

的患者来说，目前科室可通过借助微

创的方式，对患者实施“保头治疗” ，

如股骨头钻孔减压，即在患处打 3个

小孔，降低骨内压，促进患处的静脉

回流。 在此期间，对于存在股骨头塌

陷的患者， 还可对其实施股骨头支

撑，即通过 C 臂精准定位患处后，切

开约 2公分的切口， 并插入陶瓷棒、

钽棒等医用支撑物来解决股骨头的

塌陷、诱导成骨，促进股骨头坏死的

修复，也可应用骨移植物（带或不带

血管蒂的骨移植）进行支撑治疗。 近

来基于髋关节外科脱位的各种股骨

头成形术的成功运用，更是提高了保

头的成功率。

当然， 即便是病情发展到中晚

期，患者也不必恐慌，因为目前科室

专家团队提倡的微创全髋关节置换

（前路 DAA，后路 Superpath），在帮

助患者告别股骨头坏死的同时，还能

确保患者术中组织损伤小、 出血少，

以及术后快速康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3 年前，50

岁的木工吴师傅因常年酗酒导致其

右侧股骨头坏死，由于病情已经发展

到晚期，最终在贵州省骨科医院关节

科接受了手术治疗。

张骏医师回忆说，当时依据吴师

傅的实际病情，科室专家团队为其制

定了个性化的诊疗方法，即由科室的

唐本森主任亲自主刀，采用后路 Su-

perpath（省内首例）从吴师傅右侧髋

部的关节囊上方切入，避开了组织周

边的肌肉，随即为吴师傅进行了微创

全髋置换。

整台手术仅持续了 40分钟不到

便顺利完成，期间吴师傅出血量仅为

150毫升。 术后 6小时吴师傅能直腿

抬高、屈曲髋关节、两腿交叉，仅 15

个小时， 便能借助助步器下地行走，

如今已行动自如。

然而，这只是贵州省骨科医院关

节科在应对股骨头坏死中的一个缩

影。

多年来，为了能给广大患者提供

更优质的诊疗服务，该院关节科一直

以“损伤小、出血少、恢复快” 为原

则，致力于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微创个

性化治疗。 截至目前，已为数百位股

骨头坏死患者进行了微创全髋关节

置换治疗。

不仅如此， 借助微创全髋关节

置， 还能应对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类

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老年

股骨颈骨折等病情较为严重的骨科

疾病。

借助伊利扎洛夫技术

助患者告别膝关节畸形

下肢肢体短缩、骨感染、骨缺损、

骨畸形等，都属于骨科中较为常见的

疑难疾病。为了帮助这些患者尽早脱

离疾病困扰，多年来，贵州省骨科医

院创伤科一直致力于微创化发展，不

断学习和引进应对下肢疾病的各种

先进微创疗法，以“原位组织再生，

自然修复重建” 的独特优势，解决患

者下肢疑难杂症的问题，“伊里扎洛

夫技术” 便是其中之一。

采访中，贵州省骨科医院创伤科

副主任刘福尧告诉记者，目前针对关

节畸形的治疗，对于不能即时矫正的

者， 主要还是依靠伊利扎洛夫技术，

即根据患者关节畸形的实际情况，在

术中进行截骨，再设计安装外固定矫

形器。 术后按照一定的方向，缓慢牵

拉患处紧张、挛缩的软组织，使关节

畸形的状态重新排列到一个相对正

常的位置， 从而获得畸形的满意矫

正。

半年前，一名膝关节畸形的男性

患者来到医院治疗， 经诊断发现，该

患者的膝关节呈“Z” 字畸形，同时，

该患者还同时合并长短腿的肢体畸

形。 明确病情后，刘福尧主任借助伊

利扎洛夫技术为其进行了微创手术，

最终历时 5个多月，该患者的关节畸

形得到有效矫正。

刘福尧主任说，不管是环形外固

定、骨延长还是骨搬移，都属于伊利

扎洛夫技术，是对下肢体短缩、骨感

染、骨缺损、骨关节畸形等下肢各类

疑难杂症的一种治疗方式。 多年来，

借助该治疗技术，贵州省骨科医院创

伤科已帮助 600 余例患者告别了疾

病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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