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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挑战迎难而上
机器人助力成功手术

3000斤的高温炭块砸落到
背上，52岁的陈平生(化名)整个
背部和一侧臀部顿时被烧得皮
开肉绽，伤口深可见骨，被120紧
急从平阴转运至济南。当济南市
第三人民医院创伤骨外二科主
任、主任医师刘华水见到患者的
时候，情况远比想象的更加严
峻。

“患者全身多处骨折，原本
应该起到支撑人体作用的骨盆，
有七八处断裂，就像是承重墙散
了架。”刘华水说，骨盆骨折是一
种严重外伤，占骨折总数的1%～
3%，多由高能外伤所致，半数以
上伴有合并症多发伤或致残。最
严重的是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及
盆腔脏器合并伤，救治不当危及
生命安全。

刘华水分析，陈平生全身三
度大面积烧伤，骨盆粉碎性骨
折，如果使用传统的开大刀植入
钢板的手术方式，一来患者生命
体征不稳定、需等待几个月的恢
复时间，但这期间极有可能会发
生骨盆畸形愈合，留下一系列后
遗症，导致脊柱倾斜、创伤性关
节炎等。二来刀口太大，患者目
前的情况无法耐受，而且会面临
着极大的感染风险。

因此，骨盆骨折的微创螺钉
植入手术是最佳选择，但患者的
病情，也无疑给医生的技术水平
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早已积累上千例骨折手术
经验、精于骨盆骨折微创治疗的
刘华水，仔细分析病情、制订完
备的手术方案之后，决定迎难而
上。“患者属于旋转不稳定型骨
盆骨折，非常适用骨科手术机器
人。”

刘华水说，骨盆的形状结构
复杂，可以打入螺钉的通道十分
狭窄，差以毫厘就会误伤血管和
神经，导致大出血或者偏瘫，给
患者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骨科
机器人恰恰可以做到精准定位。

经过刘华水与机器人的默
契配合，12cm长的前柱螺钉被顺
利植入，被完全破坏的骨盆环结
构得到完整复原。整个手术全程

一个多小时左右，陈平生身上也
不过留下不到一厘米的伤口。不
过两三天的时间，他就能自行翻
身了，给护理也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这让家属看到了重生的希
望。

“在骨科机器人的助力下，
伤后5-7天的急症手术也可以开
展。”刘华水说，即便是创伤很重
的患者，只要生命体征平稳，无
需恢复期也可以进行骨科机器
人手术。而且骨科机器人拥有高
精确度，偏差在一毫米以内，能
够精确的找到相应的部位，会大
大的减少手术时间，伤口更小、
恢复更快。

不畏艰辛勇于创新
开创骨科微创新时代

自从25年前选择了济南市
第三人民医院，刘华水就一直把
更精准、更微创的骨科手术当成
毕生追求，不畏艰辛、勇于创新，
在医院发展中成长为一名优秀
的骨科医师。

2002年，刘华水前往卫生部
全国骨科医师培训基地天津医
院进修学习一年。在那里，刘华
水看到了从没见过的新技术、新
病例。“我花几个月的积蓄买了
一台相机，看到什么都新鲜、都
想学，我就拿相机都拍下来，然
后刻成光盘，自己不断回放光盘
学习。”

一年的学习时间，刘华水
熟 练 掌 握 了 骨 盆 骨 折 手 术 。
2 0 0 3年2月2 8日，回院后的刘
华水率先在驻济医院中，开展
了骨盆不稳定型骨折的系列
手术，突破了手术禁区，患者
保留功能，早活动、早康复，取
得满意疗效。

如今，经过18载的不懈努
力，这项新技术已经让数百名
危重病人重获新生，帮他们恢
复劳动能力，重返工作岗位。而
当有让患者更加受益的新技术
来临时，刘华水也选择了主动

“拥抱”。
2016年12月，一位高处坠落

摔伤病人被送到济南三院。正在
外地出差的刘华水接到同事发
来的CT照片和病情陈述，结合多
年临床经验，他判断病人病情比
较严重，为了尽早解除病人痛
苦，连夜赶回医院。当时医院刚
引入的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恰
好适用于患者。

“如果墨守成规，这台手术
将十分复杂——— 病人的身体前
侧要沿着骨盆的形状环切三分
之二圈，切面至少有20-30厘米，
手术中需要准备几千毫升血，创
伤很大。”刘华水说，患者需要平
卧时间1-3个月的时间，花费大
不说，患者也将承受更大的痛
苦。

但在当时的山东，省内还从
未有医院利用其完成过手术，考
虑到机器人的好处，刘华水勇于
担当，毅然把机器人搬到了手术
台旁。其实，也正是因为实力，才
让刘华水如此“胆大”。当时，他
的团队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万
一机器人手术不成功，还可以凭
借精湛的徒手螺钉技术，为患者
减少痛苦。

好在，机器人手术十分顺
利！这台原本需要耗时4个多小
时的手术，仅用一个多小时就
完成了，手术过程出血量也从
通常的 2 0 0 0毫升骤降到不足
100毫升，创口不足2厘米。术后
第二天，病人的腿就活动自如，
术后第六天就能扶拐下地行走
活动。

这些让人惊喜的数字，意味
着患者痛苦的减轻。当家属把一
面写着“德医双馨，妙手回春”的
锦旗送来时，刘华水深知，借助
骨科机器人，他已经成功打破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魔咒”。
该手术也开创了山东省骨科手
术智能化、精确化、微创化的机
器人新时代，很快引起全省业界
关注。

锤炼医技造福患者
医德高尚美名传扬

如今，“微创+精准+花费低+
康复快”的理念已成为共识，刘
华水介绍，骨科机器人辅助手术
有效缩短了病人住院时间，减少
了内固定耗材、药物使用及病人
住院费用，大大降低了医院医疗
成本，实现了患者、医保和医院
三方共赢。

2020年，医院又在全省率先
引进了智微天眼手术导引机器
人，让骨科手术变得更精准、更
微创、更便捷。

“通过骨科机器人，致力于
实现复杂手术简单化、常规手术
微创化、疑难手术个性化。”刘华
水也已成为骨科微创手术领域
的“明星”医生。至今，他已到全

国各地开展微创精准骨科治疗
技术交流及专题分享五十次，
全面推广了机器人临床应用经
验，在推动骨科微创手术规范
化和标准化方面，做出了应有
贡献。

“所谓活着的人，就是不断
挑战的人，就是不断攀登命运峻
峰的人。”刘华水一直用这句名
言时刻鞭策自己，而他也正在这
样做着。

32岁破格提拔为副教授，39
岁时被评为教授，成长为出类拔
尖、首屈一指的骨科专家；不断
汲取新知识新理论，创新手术20
余项，其中8项填补了济南地区
空白；在全国专业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50篇，其中SCI6篇，主研课
题9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并获
得专利3项……刘华水成为勇于
挑战、攀登高峰的杏林勇士，成
为山东省率先完成机器人骨科
手术骨科专家。

除了日常手术,刘华水的“档
期”常常排得满满的，西至甘肃、
北至黑龙江、南到昆明，国内知
名的骨科医院如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301医院)、北京积水潭
医院、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的讲台上,中华医学
会组织的骨科志愿专家基层行
的活动现场,都有过刘华水的身
影。

作为全国白求恩公益基金
基层教育委员会委员,刘华水常
常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多次参加
组委会组织的公益项目,为基层
医院的病人义诊，精湛的医术，
惠及更多患者。

深耕25载再获肯定
“患者的信任成就了我”

尽管很忙,但刘华水从未放
弃过对自己身体的锻炼。每天早
上5点20分,他会准时起床,在半
小时内跑完7公里。即使外出开
会,也要带着跑步装备。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
话对医生来讲 ,真的是至理名
言。尤其是创伤外科医生 , 十
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
所 ,都是“家常便饭”。刘华水
认为 ,保持旺盛的精力和饱满
的热情对工作一样重要 ,在他
的概念里，这是对病人更好地
负责。

作为科主任和医学院校教

授，刘华水还承担着人才梯队
建设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带
领的创伤骨二科目前有8位医
生，平均年龄40岁，“最让我骄
傲的事就是我带了一个好团
队”。

目前，刘华水已经率领团
队完成500余例骨科机器人手
术，在三个方面做到全国前列：
个人骨科机器人手术量全国前
列，发表机器人相关文章论文
全国前列，全国骨科专业学术
交流主题演讲次数全国前列，
很好地进行了临床应用推广。

不仅如此，深耕创伤显微
外科专业25年，刘华水也创下
了该专业领域多项纪录。

2003年在省内率先开展骨
盆不稳定型骨折的手术治疗，
突破了手术禁区；2004年独自
设计了环锯切骨融合后足关节
的新术式，克服了传统的关节
融合的不足；2010年被山东省
卫生厅批准为医疗强基项目，
在山东省基层医疗单位进行了
技术推广，取得了肯定的临床
效果；2016年引进山东省第一
台、全国第二台三代骨科机器
人，确立了以骨科机器人为核
心的骨科精准治疗中心，在国
内较早开展机器人辅助骨科手
术……

8月19日，2020年“中国医
师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二届“中
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召
开，8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
医师接受表彰。济南市第三人
民医院创伤骨二科主任刘华水
受邀参会并领奖，山东仅4人获
此殊荣。

据了解，“中国医师奖”是
经国务院审核批准，经国家卫
生健康委批准设立的我国医师
行业的最高奖项。该奖项的设
立，旨在表彰奖励医师队伍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代表，展
示当代医师救死扶伤、爱岗敬
业、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精神
风貌。在80名获奖者中，刘华水
成为为数不多的因为在外科领
域做出突出贡献，而获此殊荣
的医师。

颁奖当天，刘华水与张文
宏、张定宇、陶勇等医生共同上
台领奖。“可以说，是患者的信
任成就了我。”刘华水表示，多
年坚守并为之奉献的事业，与他
的兴趣爱好一致，这是他最大的
幸运。

与机器人共舞的骨科医师刘华水：

让骨折手术更加精准微创 是一辈子的追求
8月19日中国医师节当天，济南三院刘华水与张文宏、陶

勇等医生一起站上领奖台接受表彰，将“十二届中国医师
奖”收入囊中，这项荣誉的获得，象征着实力与坚守。擅于复
杂骨折的微创治疗，精于骨盆骨折微创手术，专于骨科机器
人辅助下骨盆骨折手术，与机器人共舞的济南三院创伤骨
外二科主任刘华水，不畏艰险勇于创新，开创了骨盆骨折微
创精准手术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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