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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正是奋发好时候
——— 记烟台毓璜顶医院骨科成立30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成修 李凌峰

于个人而言，30岁是心理和心智的集中成熟期，也是谋求事业发展的关键期。于烟台毓璜顶医院骨科而言，30年沐风栉雨，正是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昂
扬奋发阶段。

起点高，发展快。在稳扎稳打中求创新与突破，成就了今天烟台毓璜顶医院骨科的蓬勃发展。从最初的6张编制床位到如今3个病区、5个亚专业、160余
张编制床位，其临床和科研综合能力已步入省内先进行列，部分技术甚至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以患者的需求为切入点，不断调整自身发展方向，并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效结合，借力烟台毓璜顶医院强大的的综合实力及多学科有效的协同合
作，烟台毓璜顶医院骨科走出了一条别样却精彩纷呈的发展进阶之路。

重传承：

几代人走出特色发展路

20世纪初，西医骨科开始在
中国萌芽，但那时仅集中在几个
城市。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在
骨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中西医
结合治疗骨折及断肢(指)再植等
方面集中发力，创伤急救、抗休
克、抗感染及创面处理等方面也
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那时烟台毓璜顶医院骨科
还处于萌芽前期，主要以大外科
收治复合伤病人为主，治疗其他
严重外伤的同时或进行后续补充
骨科治疗，常常贻误最佳治疗时
机。1989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下，在院领导的大力倡导下，烟台
毓璜顶医院骨科应运而生。

“那时只有两三个专科医生
和六张编制床位，条件很简陋。”
烟台毓璜顶医院骨科主任王新
说，当时只有骨科最基本的骨折
复位器械，没有专用的X光机和
手术室，骨折多以牵引、石膏和小
夹板等保守治疗为主。

1993年烟台毓璜顶医院骨科
成立单独的科室，并在老主任陈
志强带领下，陆续地开展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断肢再植、关节置
换、脊柱手术等。这些尝试与探
索，为日后开展创伤骨科、手足外
科、显微外科、关节外科、脊柱外
科等打下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骨
科临床诊疗水平和基础研究水平
得到了极大提高，进入日新月异
发展的高速期，很多不能治疗的
疾病得到了突破，并行了一系列
成熟的治疗方法。抓住了这次难
得的发展机遇，90年代中期烟台
毓璜顶医院骨科开始派出年轻医
生外出学习，并引进年轻的高素
质的毕业生充实骨科医疗团队。

同时段内，医院在引进高科
技人才方面也下足了力气，先后
引进创伤骨科陈志强主任、脊柱
外科专家刘洪涛主任、手外科专
攻皮瓣、断肢再植的李黎明主任
和关节外科的孙康主任。至2001
年，毓璜顶医院多个亚专业外科
的框架已基本搭建完成。2010年
毓璜顶医院骨科又开设了运动医
学科和骨与软组织肿瘤科。亚专
业和人才梯队搭建完成。

“大家都攒着一股劲，就想把
科室和学科发展起来。”见证了毓
璜顶医院骨科发展的全过程，王
新说2001年前后骨科进入高速发
展期。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却
让人惊异。借着国内骨科发展的
东风，毓璜顶医院骨科在30年间
完成飞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让
人刮目相看的成果。

勤建设：

多个亚专业蓬勃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骨创
伤的类型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
何适应时代发展找到骨科发展的
合适之路，也考验着作为学科带
头人的敏感性和决断力。

去年10月份，烟台毓璜顶医
院成立了创伤中心，为了创伤急

诊患者开通绿色通道，解决了患
者因为外伤引发的伤害，极大方
便了患者的康复。创伤中心组建
多学科创伤救治团队，其中包括
骨科、胸外科、神经外科、普外科、
泌尿外科、血管外科、颌面外科，
以及急诊科、重症医学科、麻醉
科、手术室等多个科室医疗专家，
并构建了一体化的创伤救治流
程，并与国家创伤中心形成网络
对接，对患者进行科学、规范、及
时的救治。

在老龄化加剧的今天，骨科
会 有 什 么 新 的 发 展 趋 势 ？早 在
2007年赴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进
修时，王新就敏感地嗅到了气息。
当时发达香港社会，车祸、高处坠
落伤和工厂外伤很少见，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老年骨折非常多见，
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负
担。这会不会是国内骨科发展的
未来趋势？想到这里，王新调整了
原来预设的创伤骨科学习领域，
转投老年骨折方向，并在回国后
着手开展老年骨折的防治。

事实证明，这个方向是对的。
如今创伤骨科老年手术治疗已由
原来每年70-80例激增到年手术
量近300例，数字的背后是一位位
老人和一个个家庭因此受益，生
活质量大幅提升，更有尊严的活
着也由口号真正落实到了实处。

近年来毓璜顶医院骨科在手
足外科、脊柱外科、关节骨科、运
动医学科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舒适、安全又精准的治疗成为可
能。

烟台毓璜顶医院手足外科于
2004年由我国著名手外科专家王
增涛、张咸中教授共同组建，目前
在学科带头人林国栋教授带领下
已经快速发展成国内知名、胶东
半岛最具学术影响力手足外科领
军科室。该科室在科研领域的成
绩尤为突出，学术地位居于国内
先进水平。获得烟威地区骨科第1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山东省卫生厅科技
攻关项目、烟台市科技局重大科
技攻关项目等8项课题，在足踝外
科、糖尿病足病防治、骨再生技
术、先天性畸形矫形、周围神经损
伤的诊治及高新技术的引进与应
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关节外科领域，在王光达
主任的带领下，对各类骨与关节
疾病的诊治走上了阶梯化发展道
路。多年来，毓璜顶医院关节骨科
在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在单踝置换术及股
骨、胫骨畸形截骨矫形术的开展
属国内前列。

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人民体育
健身的蓬勃发展，早在1999年，医
院领导认识到了运动医学的巨大
前景，开始着手组织开展运动医
学的相关工作，在烟威地区率先
购置关节镜设备，开展关节镜外
科技术。多年来，毓璜顶医院运动
医学科率先在烟威地区开展了

“膝关节镜下前后交叉韧带”、“膝
关节镜下半月板缝合”、“肩关节
镜下肩袖修复术”等手术。在徐强
主任的带领下，在开展常规手术
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髋踝肘腕等

关节镜新技术。目前运动医学科
年手术量700余台，居省内领先水
平。

强协作：

团队协作遍地开花

王新说，烟台毓璜顶医院作
为烟威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医疗保
健中心、山东省医疗区域中心,其
综合实力雄厚，医院的心内科、麻
醉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眼科
等各个科室的治疗水平均处于全
国先进水平，正是借助于医院整
体实力和其他科室的协作配合，
骨科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
关节置换的发展速度远超其他医
院。也正是因为有麻醉科、手术室
和其他兄弟科室的通力协作，在
接诊复杂外伤和高龄患者时，骨
科团队更有底气和信心。

90年代后期完成科室带头人
的引进后，毓璜顶医院骨科在人
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上并没有放
松。烟台市第一个骨科研究生、第
一个博士研究生、第一个博士后
研究生均出在毓璜顶医院，骨科
胶东半岛第一个博士生导师也

“落”在毓璜顶医院骨科，第一个
硕士培养基地还在毓璜顶医院骨
科······哪里有最新最强的技
术，哪里就有毓璜顶医院骨科人
的身影。每年都会有科室骨干力
量和年轻医生被送到国内外学
习，走出去的同时，这些优秀人才
也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引进来，
让患者真正受益。

王新说，骨科发展到今天，经
验固然重要，但对高科技人才的
培养和高精尖技术的学习与运用
也不可或缺，换言之，如今的骨科
已经逐渐脱离“经验”时代向着精
细化和科学化进发。

这些离不开先进设备和技
术的“储备”。1 9 8 9年骨折专业
AO组织理念传入中国，其先进
的AO骨折内固定设备也随之进
入国内市场，巧合的是毓璜顶医

院骨科也在这一年抓住了先机，
成 立 专 业 骨 科 团 队 。工 欲 善 其
事，必先利其器，其创伤骨科拥
有国际骨折内固定协会推荐应
用的全套AO上、下肢、骨盆等骨
折内固定器械,其数量之多、种类
之齐全为全省第一,国内领先；手
足外科拥有国际骨折内固定协
会推荐应用的AO全套手外科器
械 ,用于手足外科创伤的修复 ,该
设备目前国内拥有的医院寥寥
无几,毓璜顶医院为省内首家，骨
科手术间引进当时非常先进的
多台C臂X光机，术者可在C臂X
光机的辅助下，使手术更微创、
更精准成为可能。

2001年，关节镜的引入带动
着整个学科的发展，关节外科在
业内“崭露头角”，这项特色技术
也成为烟台市乃至山东省的特色
技术代表。2004年,毓璜顶医院就
斥巨资引进了目前国际最先进的
导航系统 ,成为山东省首家引进
这一设备的医院。手足外科还拥
有目前国际最为先进的手术显微
镜,用于断指、断肢的再植,手指及
手再造、带血管蒂的复合组织移
植等。

高精尖人才的引入和梯队培
养，辅之以先进的设备，再加上多
学科通力协作，让毓璜顶医院骨
科的发展如虎添翼，市民在家门
口享受到最先进且优质的骨科治
疗成为可能。

倡微创：

花最少的钱享最优质的治疗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人
们 对 于 生 活 质 量 要 求 的 提 高 ，
微创化已成为骨科发展的发展
趋 势 。只 要 能 微 创 就 绝 不 让 患
者 多 遭 罪 ，如 今 微 创 手 术 已 经
成为毓璜顶医院骨科的一个特
色名片。

“现代脊柱外科已朝着微创
化方向发展，希望通过最小的侵
袭和生理干扰达到最佳的治疗

效果。”脊柱外科主任刘晓阳说，
目前毓璜顶医院形成了“脊柱内
窥镜技术、计算机导航辅助手术
技 术 、经 皮 椎 弓 根 螺 钉 固 定 技
术”等三大微创技术，并以此为
基础开展了多项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的脊柱微创技术，填补省内
多项空白，其微创手术量占总手
术量的70%以上。从第三军医大
学学习归来后，脊柱外科副主任
医师吕宏琳将椎间盘镜和椎间
孔镜技术的临床应用走上了新
台阶。

不求最贵，只求给患者最合
适和舒适的治疗是毓璜顶医院骨
科多年践行的理念。为此，毓璜顶
医院率先在全国践行加速康复理
念。什么加速康复？“加速康复外
科(ERAS)”是指在术前、术中及
术后应用各种已证实的有效方法
减少手术应激及并发症，尽量减
少病人不适感，减少组织损伤，加
速患者术后康复，并最终顺利出
院。

在毓璜顶医院关节骨科，因
为快速康复理念生活质量得到
提升的例子比比皆是。意外摔伤
导致右侧股骨颈骨折，97岁老人
辗转多家医院求诊未果，毓璜顶
医院关节骨科主任王光达迎难
而上联合麻醉科、心内科、呼吸
内科等多学科会诊 ,考虑到老人
的身体状况和后期生活质量 ,关
节骨科团队以最短的时间完成
手术 ,减少对老人身体的伤害 ,围
手术期严格按照快速康复流程
处理 ,术后 3天老人即可下地活
动 , 7天便顺利出院。术后老人不
仅能自理，家人的负担也大为减
轻。

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术的不
断提升最终是为患者服务，也只
有绷住了这根弦，才可能走得更
远。不忘初心，方能始终。王新主
任说，30年的探索和发展是机遇
也是挑战，在未来更长的日子里
如何将骨科做大、做强、做精才是
毓医骨科人要奋斗的目标。

王新(左三)正在进行教学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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