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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阎河） 日前，市人民
医院骨科三区实施个体化治疗，为一位47
岁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实施了“逆行交锁髓
内钉踝关节融合内固定术”，取得满意疗
效。这是该科有针对性地实施个体化诊疗
以来难度较大的一次手术。

此次手术的患者为女性，患小儿麻痹
症后，曾实施过距下关节融合术，胫骨下
段有6个月的陈旧性骨折。同时，患者还有
肢肌肉萎缩症，小腿明显变细，肢体短
缩，踝关节关节炎严重，关节软骨剥脱，
关节间隙狭窄。十几年前，患者已经形成
严重的关节功能障碍，并伴有顽固的关节
疼痛，且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的疼痛越
来越剧烈，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巨大的痛
苦，精神上也备受折磨。为此，患者先后
到我市多家医院求治，都因其病情特殊，
无法给予手术治疗。

患者入住市人民医院后，骨科三区主
任王忠仁带领全科医务人员对其病例进行
认真讨论，为患者进行个性化诊疗。经过
反复论证，大家一致建议，为患者实行踝
关节融合术。关节融合术是一种导致关节
骨性强硬的手术。当踝关节强直时，无疼
痛及明显畸形，仍可步行和完成各种劳
动，且手术对外观无甚影响，融合后丧失
的功能可由跗中关节部分代偿，故术后效
果比较理想，容易被病人接受。同时，踝
关节融合术也是终止病变、解除疼痛、纠
正畸形并提供关节稳定的有效手段，被视
为严重受损踝关节的标准治疗方法。不
过，踝关节融合的方法很多，显露途径也
不同。

手术方案初步确定后，由于踝关节融
合的方法较多，具体选择哪一种成为摆在
骨科三区医生面前的难题。在反复商讨
后，大家考虑到患者对患肢长度恢复的要

求以及患肢长期活动欠佳、骨质疏松明显、以往的松质骨
螺钉固定方法难以达到坚强固定等多种因素，最终选择了
为患者实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方式——逆行交锁髓内钉踝关
节融合内固定术。不过，由于这次手术很多方面没有先
例，为了稳妥起见，手术前期，骨科三区打印了3Ｄ模型，
进行模拟手术。经过术前积极准
备，手术中，医生对患者踝关节
进行整块植骨，充分恢复患肢长
度，整个手术十分顺利。术后，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患者
恢复得十分顺利。

据了解，市人民医院骨三科
成立以后，全科室人员刻苦钻
研、共同努力，积极为患者开展
具有针对性的多种个体化诊疗，
让治疗更高效、更精准，受到了
广大患者和家属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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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阎河） 前不
久，市人民医院骨科三区经过多方
论证，谨慎实施手术，成功地为一
位来自市福利院的近百岁老奶奶接
骨，让老人避免了保守卧床治疗带
来的风险。

2016年12月13日18时，市人
民医院骨科三区接到市福利院的
电话，称有一位骨折的近百岁老
奶奶将来这里住院治疗。放下电
话，骨科三区主任王忠仁立即安
排值班医生、护士做好迎接患者
的准备工作。很快，这位老奶奶
被送到医院。经初步检查，老奶
奶属右侧股骨转子间骨折，还有
高血压病史。由于老奶奶年龄较
大、病情危重，并患有耳聋，无

法进一步沟通，也无法进行详细
检查。对此，王忠仁马上安排先
对老奶奶进行镇痛、活血化瘀以
及右下肢皮肤牵引等方面的治
疗。然后，王忠仁紧急组织全科
医生商讨治疗方案，并反复强
调：“老年髋部骨折是人生中的最
后一次骨折。”

对于王忠仁的这种说法，一些
医护人员不太明白。王忠仁解释
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骨折对于
一般患者来说，已经是一次创伤较
大的打击，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更是
如此。因为老年人髋部骨折，主要
是指转子间骨折和股骨颈骨折，这
个部位的骨质在全身部位中流失是
较为严重的，所以髋部骨折是老年

人常发生的骨折。老年人发生髋部
骨折后，首先，全身功能会受到一
定程度的损害，有时还会造成创伤
后应激障碍。其次，如果选择保守
治疗，患者在卧床期间会忍受长期
疼痛、肢体肿胀、活动障碍等痛
苦，且往往会导致老年患者出现下
肢深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大面
积褥疮且反复感染、反复尿路感染
等一系列并发症，即使痊愈后也极
有可能彻底丧失活动能力，只能依
靠轮椅生活。据统计，老年人髋部
骨折后，采取保守治疗的话，一年
内死亡率高达36%。这正是医疗界
将老年髋部骨折称为“人生最后一
次骨折”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
这样一位全身健康状况非常差，并

有合并基础疾病的近百岁老人，如
果进行手术，其风险很高，老人很
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面对难题，王忠仁带领骨科三
区医疗团队反复商议后，根据已经
掌握的技术，决定及时进行手术，
争取让老奶奶早日下床活动，获得
新生。不过，手术方案刚一公布，
就遭到市福利院领导和老奶奶亲属
的坚决反对，大家一致认为风险太
大。不过，在听了王忠仁详细的病
情介绍和多方面的利弊分析后，他
们最终同意了治疗方案，并表示愿
意与医护人员一起努力，争取让老
奶奶拥有高质量的晚年。

手术前，骨科三区医护人员
进行了细致的术前准备，并请麻

醉科医生会诊，积极开展术前评
估。手术开始后，麻醉科主任张
占军亲自为患者施行椎管内麻
醉。最后，在严密监护下，骨科
三区医疗团队成功地为老奶奶平
稳施行了右侧人工股骨头置换手
术。术后第二天，在医护人员的
精心护理下，老奶奶成功地下床
活动。虽然患者腿部的肌肉力量
还达不到受伤前的标准，需要在
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但脸上
灿烂的笑容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露
出了舒心的微笑。老奶奶不停地
说 ：“ 你 们 真 是 我 的 救 命 恩 人
啊！”日前，这位老奶奶已经拆线
出院了。

多方论证 谨慎手术

市人民医院为98岁老人接骨成功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春节期
间聚会多，如果没有一口健康的牙
齿，就无法好好享用美食。为了让
市民在春节期间享受到想吃就吃的
幸福，焦作植是道口腔上周启动了

“年前看好牙 健康过大年”大型

公益义诊活动，每天派医护人员走
进基层，向广大市民宣传牙齿保健
知识，并免费提供口腔健康检查服
务。

1 月 9 日上午，记者跟着焦作
植是道口腔的医护人员来到市东方

红广场西巷义诊活动现场。刚一下
车，医护人员就赶忙摆放桌凳，投
入义诊工作中。路过的市民看到
后，纷纷上前咨询口腔健康的知
识、接受口腔健康检查。在附近小
区物业公司上班的老刘，牙疼持续

一个月了，尽管吃了些止疼药，但
是疼痛依然没有解除。焦作植是道
口腔牙医李玉玲为他进行口腔检查
时找到了“元凶”，其一颗牙掉了
一块，接近牙神经，导致咬东西时
压迫神经，引起疼痛。这样的疼痛
靠吃药无法消除，需要到牙科将牙
神经去除才行。对于牙医给出的初
步诊治方案，老刘感到十分满意。

“多亏你们在这里义诊，我才知道
牙疼一直不好的原因！”老刘感激
地说。

牙刷最好3个月换一次、不要
长时间使用同一种品牌的牙膏……
在义诊现场，焦作植是道口腔的医
护人员不停地回答群众提出的口腔
方面的问题。对焦作植是道口腔医
护人员不顾严寒走上街头向大家传
授健康知识的举动，市民巩大爷竖
起大拇指称赞。“年轻时，就是因
为我不懂得口腔卫生健康知识，不
知道如何保护牙齿，到老时牙齿才
都掉光了。”巩大爷说，“现在赶上
了好时代，在街上就能咨询口腔卫
生方面的问题，而且能享受免费口
腔检查。焦作植是道口腔这项公益

活动开展得真好，希望能继续搞下
去！”

作为我市率先开展种植牙的焦
作植是道口腔，在种植牙技术方面
有着明显的优势，吸引了不少中老
年朋友驻足咨询。一位年过 60 岁
的老先生，早几年就安了一口活动
假牙。如今，他感到活动假牙不舒
服，想种植牙。经咨询后得知，种
植牙价格贵一些。不过，他对种植
牙这种先进的牙齿修复技术能够提
升生活质量，抱有很大的期待。

“真没想到，我们这项公益活
动会这样受群众欢迎，每到一个地
方，都会有很多人过来咨询、检
查，看来人们的口腔保健意识真的
增强了。这些天，我们虽然在室外
挨着冻，但是心里暖暖的！”李玉
玲如是说。

图① 一位老年患者在接受口
腔检查。

图② 李玉玲（左）正为牙疼
患者检查。

图③ 李玉玲（右）准备为患
者检查口腔。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焦作植是道口腔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祝全市人民春节快乐、健康幸福焦作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领导小组
焦 作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2016年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腾飞
之年，8 月 18 日中国健康生活方式大会在北
京举行；8月19日至20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10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上海

召开了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实现民族复兴、
增加人民福祉、健康中国建设已经上升到国
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已
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共识。各级党政部门、
社会团体和个人关心群众健康，支持健康教
育与促进工作发展，倡导、践行健康生活方
式，取得了突出成绩。在 2017 年开年之际，

焦作市健康教育所对支持我市健康教育与促
进工作、为人民健康作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
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希望广大市民在新的一
年里，以适量运动、科学健身为基础，以减
盐、减油、减糖和健康骨骼、健康体重、健
康口腔为目标，合理膳食，戒烟戒酒，早睡
早起，心理平衡，全面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前
言

突出贡献个人

齐振文
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著
有《健康之道》《太极与健
康》《健康至上》等，发表《和
式太极拳对人体健康促进
作用》等论文，用和式太极
拳和中医保健理论对传统

《八段锦》进行升级改造，创
编了简单易学、健身效果好
的《太极养生八段锦》，并在
腾讯视频上发布推广，使数
万人受益。

李晓栓
黎明脚步创始人，焦作

市园林局干部，10年前公布
手机号码叫醒需要的人晨
跑，带动千万名黎明使者参
与，促进了中国民间跑步，
并把叫醒电话打到 20 多个
国家。我市共有黎明脚步团
队30多个，5万多人参与活
动，用运动传扬中华传统美
德，弘扬社会正能量，成为
中国最大并辐射海外的民
间公益跑步队伍。

满恒阳
焦作市酷走运动协会

会长，酷走运动创始人。他
发起的DJ酷走运动，是我市
独创的、发展迅猛的全民健
身运动项目，2年时间，已发
展到 2 万多人，成员遍布我
市城乡，成为我市又一个独
特的全民健身运动品牌。目
前，这种群众性健身方式已
经形成以焦作为中心，向外
地、外省乃至全国辐射的网
络。

支持健康教育、关心群众健康先进单位

群众喜爱的健康巡讲专家

张银珠 武晓华 李泽华 张立兵
许 明 闫 楠 贺爱霞 杜本钧

最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张绍军 杜芳丽 王艳红 许 艳
李冬玲 尚 华 郭茂起 杨卫娟
赵艳丽

焦作市体育局
焦作市旅游局
焦作市园林局
焦作市黄河河务局
焦作车务段工会
云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新时代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焦作市黎明脚步志愿者协会
焦作市酷走运动协会
焦作市健步走运动协会
龙源湖公园管理处
焦作市第十五中学
太平洋保险焦作营业部
中站区工商管理局
孟州市教育局
孟州市黎明脚步民间社团
武陟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武陟县新闻办公室
武陟县体育局
武陟县园林绿化中心
武陟县广播电视局
武陟县中医院
武陟县第二人民医院
武陟县幽梦健美酷走团队

李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苏家作乡卫生院
文昌街道初级中学
解放区文体局
解放区教育局
解放区民生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解放区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解放区王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解放区民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温县体育局
温县旅游局
温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温县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局
温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温县阳光太极武术队
温县张宝忠太极武术队
温县老干部红歌合唱团
温县体协一队
博爱县体育局
博爱青天河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博爱县广播电视局
博爱县DJ酷走团队
博爱县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马村区文体局

马村区人民医院
马村区实验学校
马村区工小
马村区丽园社区
马村区颐春社区
马村黎明脚步协会
马村区文昌全民健步走协会
山阳区文体局
山阳区教育局
焦作市第十七中学
山阳区定和街道丰收社区
中站区宣传部
焦作市DJ酷走中站生态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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