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詹日安 ）
几天前， 小杰 （化名） 妈妈带着
小杰早早地来到浏阳市人民医院
儿童保健康复中心， 找到康复治
疗师陈建伟， 将准备好的锦旗送
到他手中， 感谢他几个月来对小
杰的康复治疗， 小杰的步态终于
正常了。

2020 年， 11 个月的小杰因

为踮脚、 运动发育迟缓， 来到该
院儿童保健康复中心就诊， 医生
检查表示 ， 小杰是由于肌张力
高， 肌肉力量不对称而导致走路
内八字， 姿势不好看。

为了纠正小杰走路姿势异常
的情况， 治疗组为他安排了擅长
步态治疗的康复治疗师陈建伟， 3
个月的综合干预后， 小杰步态恢

复正常。
该院儿童保健康复中心负责

人熊艳提醒广大家长朋友： 在孩
子早期发育中， 可塑性比较强，
宝宝发育迟缓、 异常姿势如果能
够及早发现， 科学干预， 并坚持
康复治疗， 大脑的代偿功能就会
发展得越好， 将来的学习和综合
能力能进一步地提高。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亚玲） “太神奇
了， 当时那么痛还以为会卧床不起呢， 没
想到一下就解决了问题。” 近日， 家住浏
阳城区的小李不小心闪了腰， 疼得腰都直
不起来的他来到浏阳市人民医院， 经中医
康复科主任刘道龙副教授为其手法复位
后， 小李立马恢复了正常， 活动自如。

刘道龙表示， 搬重物闪到腰的情况生
活中很常见， 容易引起小关节错位， “龙
氏正骨手法” 复位是让患者躺在床上， 通
过不同睡姿进行检查后， 通过手法将错位
关节复合。 该手法将中医正骨、 推拿与现
代脊柱生理解剖学、 生物力学结合， 进行
手法的革新， 形成一套针对脊椎软组织损
伤、 脊椎关节错位、 关节滑膜嵌顿、 椎间
盘突出等脊椎病治疗的手法。 手法具有准
确、 轻巧、 无痛、 安全及有效的特点， 易
于被患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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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
在长沙市最繁华的步行街南门
口， 一家古色古香的医院坐落在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 它就是
长沙市中医医院南院 （又名长沙
市骨伤科医院）。 这家最早创立
于 1958 年， 以治疗骨伤而闻名
的老院区经历了几代骨科名家艰
苦卓越的探索和发展， 成为了老
长沙人口口相传的记忆， 至今护
佑着一方百姓健康。

作为新一代传承者， 长沙市
骨伤科名医工作室优秀专家， 骨
外科主任医师、 该院急诊科副主
任刘政治 ， 以其精湛的手法正
骨、 微创技术解除了一个个病患
的伤痛， 这名 “闹市深巷” 里的
好医生， 用自己不变的医者初心
为慕名而来的患者递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不开刀练就“正骨术”

刘政治看病的原则是 “能保
守治疗决不进行手术治疗， 将患
者的医疗费用和治疗创伤降至最
低。” 而这样 “苛刻” 的原则， 让
他练就了一手精湛的 “正骨术”。

前不久， 家住长沙的熊先生
夫妇带着 8 岁的儿子小熊急匆匆
赶到医院找刘政治就诊。 小熊 20
天前腕部摔伤后， 家人一直没太
在意， 等到畸形明显才去其他医
院骨科就诊。 经检查， 发现其左
尺桡骨远端骨折， 尺骨青枝骨折
已愈合， 桡骨掌侧成角大于 30
度。 医生建议手术治疗， 但熊先
生一家不愿意手术， 最终在骨科
同仁推荐下， 找到刘政治求医。

刘政治接诊后仔细阅片， 认

为小熊的尺骨没有短缩， 但桡骨
有成角 。 考虑儿童骨折时间太
久 ， 骨折愈合快 ， 断端长满骨
痂； 且儿童骨膜较厚， 在行肘关
节 CR 检查上尺桡关节确定没有
脱位情况下， 决定采用先折断骨
折端骨痂， 再运用折顶成角方法
予以复位。 复查 CR 片显示复位
十分成功 。 “不用开刀不用住
院， 孩子还能正常上课， 刘医生
的 ‘正骨术’ 太神奇了！” 熊先
生夫妇非常激动， 几天后特意送
来锦旗以表感谢。

小微创解决大问题

“以最小的创伤， 使患者获
得最大的收益” 是刘政治常讲的
一句话。 除了四肢骨干骨折微创
手术以外， 对于老年髋部骨折以
及临床手术疑难问题， 通过微创
手术大都能很好地解决。

有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之
称的高龄股骨粗隆间骨折， 首选
手术治疗 。 但此类患者年龄较
大 ， 内科疾病多 ， 基础条件很
差， 开放手术损伤大， 出血多，
风险也大 ， 患者后期康复时间
长。 针对此种情况， 刘政治专程
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参观学习， 带
领团队开创了该院微创治疗此类
骨折的先河， 于 2013 年开展股
骨粗隆间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
术， 让高龄骨折患者避免了死亡
“杀手” 威胁。 目前此项技术在
全院成熟开展， 扩大了老年人骨
折适宜手术人群。

针对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容易出现皮缘坏死、 创面
感染、 钢板及骨外露等并发症。

刘政治开拓创新 ， 改良手术方
式， 采用闭合撬拨复位经皮钢板
内固定术为患者治疗， 避免了以
上并发症 ， 取得良好效果 。 在
2017 年湖南省骨科学术专业委
员会年会上刘政治就此病例进行
交流， 向全省推广。

潜心研究灵活运用

受伤两年的 42 岁陈先生 ，
不能提足踮脚， 一直跛行。 在各
大医院诊治后， 未能缓解。 刘政
治接诊后诊断其为陈旧性跟腱断
裂 ， 术中发现其跟腱缺损大约
12 厘米， 属于特大缺损。 刘政
治仔细斟酌， 决定采用 V-Y 延
长加腓骨短肌腱转移术修复重
建。 术后予以石膏固定 6 周， 配
合医院自制药剂， 并指导功能锻
炼后 ， 陈先生完全恢复正常行
走。

肱二头肌长头腱断裂是临床
上少见的病例， 此类病患大多体
力劳动较重， 也是家中顶梁柱，
肌腱大多都有退变。 刘政治采用
清除残端铆钉固定等方法治疗，
患者康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以成熟的技术， 最小的伤
害， 让患者获得良好的预后、 最
大的收益。” 一直是长沙市骨伤
科医院骨伤科团队治疗患者的理
念。 目前团队老中青三代传承，
以特有的评估体系 ， 采用 “保
守、 微创、 开放、 替代” 的阶梯
治疗方式个性化治疗患者。 针对
学生和上班族， 还开放了 24 小
时全天骨伤科急诊， 方便病患就
医。 这座不断开拓的老医院， 让
良好的口碑在长沙城历久弥香。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丹） 近日， 湘潭
湘乡市一位 73 岁的曾奶奶因空腹吃柿子
过多， 引起腹痛， 到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
外科诊断患上胃结石。 该院为曾奶奶进行
取石术后第二天， 其进食恢复， 无不适症
状出现， 于近日顺利出院。

曾奶奶平素喜欢吃柿子、 柿饼， 空腹
可吃 5~6 个， 一周前， 家里柿子成熟， 老
人连续 3 天进食柿子， 出现右上腹疼痛的
症状， 到该院就诊。 经 CT 检查发现， 曾
奶奶胃窦区有一混杂密度灶 ， 11 月 16
日， 医生为曾奶奶做了胃镜检查， 发现胃
内 5×7 厘米的胃结石。

该院肝胆八病室主任医师刘剑鸣介
绍， 人吃了未成熟的柿子后， 鞣质在胃酸
的作用下， 能与蛋白质结合成不易溶于水
的鞣酸蛋白， 沉淀在胃内， 而鞣酸蛋白、
树胶、 果胶能把柿核、 蔬菜植物纤维粘合
在一起， 在胃内就可形成胃柿石， 胃酸多
的人更易长胃石。

������本报讯 （罗鹏 汤慧） 39 岁的王江辉
（化名） 是一名普通工人， 3 个月前在外
工作时不慎被吊绳牵拉切割致右手中指末
节完全离断， 伤后在当地医院给予末节再
植治疗失败， 最近他辗转来到长沙市中心
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 创伤
骨科、 手足显微外科就诊。 专家团队通过
行游离左足第 2 趾趾甲瓣再造右中指末节
缺损术， 终于帮助王江辉恢复了手指外观
及部分功能。

该院创伤骨科、 手足显微外科主任邓
件良介绍， 王江辉入院时经检查发现右手
中指指甲、 甲床及末端皮肤软组织缺损并
坏死， 远节指骨外露， 远侧指间关节活动
受限 ， 诊断为 “右中指远节软组织缺失
并指骨坏死”。

11 月 3 日， 该院手术团队为王江辉
进行了右手中指远节再造术， 手术非常成
功。 经过一周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目前王
江辉再造指端指腹饱满， 血运良好， 顺利
存活。

������近日，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血液透析室正
式运行， 为尿毒症患儿提供维持性血液透析诊
疗服务。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肝肾移植
双资质的儿童专科医院， 在该院进行血液透析
治疗的患儿还可同步登记， 等待肾移植手术机
会， 为尿毒症患儿送上新的希望。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姚家琦 摄影报道

好“医” 不怕巷深
———访长沙市中医医院骨科专家刘政治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周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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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
为尿毒症患儿送上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