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性难愈性溃疡伤口是临床
上常见而又复杂的一种症状，造
成慢性伤口的原因很多，如由糖
尿病所致的糖尿病足、血管性疾
病所致下肢慢性溃疡、久治不愈
的压疮、大面积创伤所致的创面
不愈合、烧伤后的瘢痕形成等。
据统计，全世界约有1％的人口被
持续性的创面问题所困扰，约5％
的医疗费用花费在创面修复上。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糖尿病、下肢
静脉溃疡等发病率的不断上升，
难愈性创面的发生率也越来越
高；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这将
发展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骨伤二科是顺德地区最先开
展显微外科的科室，在显微外科
功能重建及应用皮瓣治疗溃疡病
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科室带

头人、顺德十佳医务人员陈棉智
主任从事显微外科达20余年，另
外包括李永军、崔邦胜医师均长
期从事显微科事业，曾多次到北
京、山东等地知名骨伤科医院进
行显微外科及溃疡病专科疾病的
学习。针对糖尿病足的特点，陈
棉智主任带头研发了中药制剂消
渴洗剂，成立了难愈性伤口治疗
室及专业的治疗小组，经过近10
年临床经验证实，在积极治疗糖
尿病足溃疡原发病基础上，采用
该方外洗配合双氧水、高锰酸钾
外用以及后期整形外科修复技术
治疗糖尿病足部溃疡取得了较好
的临床疗效，可有效控制坏疽发
展，促进创面早期愈合，降低致
残率，并且缩短病人住院时间，
减轻病人痛苦，节省医疗费用。

该治疗项目于2013年通过广东中
医药管理局的科研立项。另一方
面，骨伤二科针对临床的慢性难
愈性伤口, 在运用消渴洗外洗剂
的基础上，引入伤口湿性愈合理
念，结合使用各类新型敷料处理
伤口，有效地提高伤口的愈合
率，缩短伤口愈合时间，疗效明
显。

对于难愈性溃疡创面的治疗，
顺德中医院骨伤科已经积累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
手段和方法，在临床治疗上取得了
满意的效果。随着一个具有鲜明的
中西医特色的溃疡病难愈性创面
治疗室和专业小组的成立，将进一
步促进区中医院骨伤科医疗业务
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
众！

调查显示90%以上的年轻人具
有关节运动损伤病史，几乎所有的
老年患者都有关节炎病史，严重影
响工作及生活。关节运动医学，特
别是关节镜微创技术的发展形成了
21世纪医学的一场革命。关节镜不
仅用于疾病的诊断，而且已经广泛
用于关节疾病的治疗，每十个骨科
病人中就有一个需要关节镜治疗。

关节镜可以看到关节内几乎所
有的部位，比切开关节看得更全
面，由于图像经过放大，因而看的
更准确，而且切口很小、创伤小、
疤痕少、康复快、并发症少，有些
情况下麻醉过后，即可下地活动，
对患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大有好
处。对关节疑难病症的确诊，对困
扰患者多年的关节伤痛的治疗，关
节镜手术往往也能取得立竿见影的

效果。
顺德中医院骨伤三科（关节专

科）拥有一支技术力量雄厚、总体
水平先进的医疗队伍，形成以胡锐
明、黄伟韬主任为带头人的运动医
学专业组，有完善的人员配备，并
先后组织成员至北京、上海、广州
各大医院进修学习，将运动损伤及
关节镜方面的先进经验及技术引进
顺德区中医院，先后开展了膝关节
镜下滑膜清理术、关节镜下游离体
摘除、微骨折技术、半月板成型、
缝合术及前、后交叉韧带重建术，
近年来已累计成功完成膝关节前交
叉韧带重建术100余例，各类关节
镜手术 200余台。由于治疗效果
佳，得到群众认可，越来越多人慕
名而来，顺德区中医院骨科关节镜
手术出现“井喷式”增长，近日更

完成区内首例内外侧
半月板前角、体部损
伤的同时修补缝合
的高难度手术，并
成功开展踝关节
镜手术，填补了
顺德地区踝关节
境技术的空白。
目前科室已成立
微创关节运动医
学中心，并计划
逐步开展后交叉
韧带重建术、肩
关节镜、髋关节镜
等高新手术，引领
顺德区中医院运动医学
水平迈上新台阶。

开展关节运动医学，跟上未来医学的发展步伐

运动医学专业组进行踝关节镜手术

发挥中医药优势，治疗慢性难愈性溃疡伤口

患者向骨伤二科致送锦旗

百岁老人股骨粗隆间骨折术后第7
天即可下床活动

二十一世纪，人口老龄化的
到来，退行性脊柱疾病、颈肩腰
腿痛患者逐年增多，骨质疏松性
脊椎骨折发病率也逐年增高，对
医疗技术服务带来了新的挑战。
顺德区中医院骨伤科的脊柱专科
组（骨伤一科）通过专科带头人许
汉权主任、邹伟民主任及技术骨干
走出去与国内外同行学习交流，和
将国内顶尖的专家请进来，共同开
展省级以上继续教育专题研讨会，
引入国际先进技术及手术器械，使
专科水平与世界接轨，让患者得到
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近年，骨伤一科脊柱微创技
术的开展为众多长期受脊椎骨折
顽疾困扰的群众解除了疾苦。老
年脊椎骨折、或颈肩腰腿痛患
者，一部分身体虚弱，一部分合
并多种疾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肺气肿、脑梗塞后遗症等，
不能耐受传统的手术治疗，以往
这些患者只能靠长期卧床休息和
止痛药物缓解症状，很难完全康

复，甚至死于长期卧床的并发
症。现在顺德区中医院骨伤一科
通过微创经皮置钉内固定技术治
疗腰椎不稳、腰椎滑脱，微创小
切口椎管减压技术治疗椎管狭窄
症，微创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胸
腰椎骨质疏松性骨折，小切口微
创人工椎间盘置换术治疗颈椎
病，颈椎后路开门椎管扩大术治
疗多节段椎管狭窄等，以微创理

念为宗旨，引领西医之潮流，疗
效好，创伤小，适用于普通患
者，更有利于体质较弱、长期受
疾病困扰的老年患者。顺德区中
医院脊柱专科正是利用这些先进
技术，结合围手术期中医中药调
理，让患者早日摆脱病痛的困
扰，早日恢复运动功能，降低致
残率及并发症带来的死亡率，达
到完全康复。

发展脊柱微创新技术，与世界接轨 顺德区中医院
骨伤科服务指南

骨伤一科：以脊柱、矫形为专长，
开展腰颈椎间盘摘除术、颈椎钢板内
固定术、腰椎弓根钉内固定术、椎体成
形术、椎体肿瘤切除术，小儿“o”型腿、
高弓马蹄足、扁平足、舟状足、肘内翻
等矫形手术。

咨询电话：22322834

骨伤二科：以创伤、显微为专长，
开展四肢骨折内固定、断指再植、皮瓣
转移，血管、神经断裂修复移植术，严
重肢体骨折合并血管、神经、肌腱、软
组织、皮肤损伤的修复重建治疗、慢性
难愈性溃疡伤口治疗。

咨询电话：22322721

骨伤三科：以关节外科及运动损
伤科为特色，开展人工髋、膝关节置
换术，关节返修术；关节镜下前、后
交叉韧带重建术；半月板修补术；踝
关节镜等手术。治疗以各种骨关节
炎、股骨头坏死、股骨颈骨折、骨肿
瘤、运动损伤等疾病。

咨询电话：22322851

手术引潮流，中医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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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皮瓣一期修复坏死手指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骨伤科是
顺德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中发展较早
的专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集
医疗、教学、康复、科研于一体的中西
结合特色专科，并在顺德地区率先开
展显微外科及髋关节置换手术，是顺
德地区最早开展该类手术的骨伤科。
20世纪90年代，顺德中医院骨伤科
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创伤及
显微外科方面，成绩斐然，其中在佛
山地区最早开展拇手指缺损游离足
趾再造手术，成果获得1993年佛山
市科技进步奖；1998年成功抢救了
一名罕见的颈总动脉外伤断裂缺损
的患者，创造了基层医院抢救该类患
者的成功先例。骨伤科2010年被评
定为顺德区医学重点专科，2013年
骨伤科被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列为
广东省“十二五”中医重点专科建设
单位。

顺德区中医院骨伤科设有骨伤一科、骨
伤二科、骨伤三科三个病区，分别侧重于脊
柱、创伤、关节三个方向。

在脊柱方面，广泛开展了颈椎前后路减
压、植骨及内固定术、胸腰椎前后路减压内
固定术、腰椎间盘突出症髓核摘除术、脊柱
侧弯等国内外先进的手术；在创伤方面，开
展骨科中医特色治疗，发挥中医特色治疗骨
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优势，开展骨折微创治
疗手术及复杂的骨折损伤内、外固定修复
术，做到“手术不落后，中医有特色”，利
用现代手术治疗手段，增加外治、理疗、针
灸、功能锻炼指导等治疗护理项目，患者功
能恢复快，愈合时间短，保持专科在本地区
的领先、优势、强势地位,提高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同时借助良好的显微外科技术，广泛
开展四肢骨骼、神经、血管、肌腱、皮肤组织损
伤及肢体离断修复手术，手足部损伤的晚期
功能重建手术，动静脉内瘘手术等；在关节方
面，广泛开展关节镜微创及髋膝关节置换手
术等，近3年来年均骨科手术量2246例，已经
完成关节置换手术500余例。

骨伤科门诊还设有特色浓厚的中医正骨
治疗，治疗骨科常见的四肢骨折、关节脱
位、软组织损伤及颈、腰、腿痛，关节疼痛
等疾病，采取了种类多样的中医药特色疗
法，如传统手法整复、多层小夹板固定、牵
引， 配合内服中药， 外用洗伤、推拿等方
法治疗四肢骨折、脱位，减轻手术痛苦，费
用低廉，深受群众的青睐。同时，在治疗、康
复中积极应用针灸、理疗、推拿、牵引等中医
非药物疗法，使患者得到了更好、更多的治疗
方法及医疗服务。

昨日的磨砺，带来今日的腾飞；昨日的
求索，换来今日的荣耀。随着学科的发展、
专业领域的细化以及医生的专业化，使其诊
断治疗技术迅速提高，顺德区中医院骨伤科
将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道路中不断探索，为
民解疾，大步向前！

目前，顺德区中医院骨伤科拥有一支业
务能力强，技术过硬，充满朝气和刻苦耐劳的
队伍，人才梯队合理，共有骨伤科专科医师28
名，其中高级职称10名，中级职称7名，近年
引进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多名，现有博士研究
生1名，硕士研究生14名。

医院重视骨科人才的培养，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长期派骨科医生轮换前往北京、
上海、广州等国内知名医院进修深造学习。骨
科团队在不断地学习与进步，业务学习气氛
浓厚，注重理论与临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积极开展医疗科研教学工作。“带旋股外侧
动脉血管束植入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断指再植及拇手指再造”等一批科研成果
达国内、省内先进水平，获佛山市、顺德区科
技进步奖。如卧式复位与铸模结合“8”字绷带
固定治疗锁骨骨折复位效果好且固定可靠，
可作为锁骨骨折患者的首选疗法，荣获
2010 年度顺德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封闭式
负压引流技术”使开放性骨折中皮肤及软组
织缺损导致伤口难愈合、易感染的难题迎刃
而解，经专家鉴定达省先进水平，获区科技
进步二等奖、佛山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重视人才培养，技术力量过硬

骨伤科始终以病人为中心，医疗质量第
一为宗旨，以中医中药特色治疗、中西医结
合现代医学诊疗、解决疑难病例的综合治疗
体系为立科之本。专业技术上力求做到精益
求精，通过实施单病种临床路径的实施，发
挥中医、中药治疗优势，决不滥做手术治
疗，能用简单有效的手法复位，决不滥做切
开内固定，做到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以不
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为原则，切实从多方面
解决病人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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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伤一科医师为患者进行肩关节脱位手法复位加固定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