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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日，烟台山医院党委书记
于远臣、副院长常黎明、质管办主任任
智江、创伤一科副主任姜传强、脊柱外
科副主任医师王磊升等做客烟台人民
广播电台《民生热线》直播间，与听众
在线交流、实时沟通。

骨科发展方向：精准、微创、智能

烟台山医院骨科在区域内有着较
强的影响力，在群众中也有着较好的
口碑。

烟台山医院党委书记于远臣介
绍，“立足国际，传承创新。烟台山医
院一直致力于精准化、规范化医疗，医
院是烟台市骨科医学中心，骨科为山
东省首批A级特色专科。”近年来，骨
科以精准、微创、智能化为发展方向。
此前与香港大学成立了山东省首个关
节置换外科中心。2016 年，医院在省
内率先开展骨科机器人手术，到目前，
医院创造了多项国际、国内第一，手术
质量、手术数量稳居国内前列，参与创
建国家级 “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中
心”，并荣获“临床应用十佳奖”“创
建工作优秀奖”等多项大奖，前段时
间又被国家工信部、卫健委共同授予
“骨科机器人远程手术中心联盟单
位”称号。2019 年是 5G 技术商用元
年，今年 6月，烟台山医院参与完成了
全球首例 5G+ 骨科机器人多中心联
合远程手术，创新性地将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骨科手术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远程手术“飞
刀”变为现实。

机器人做手术：稳、准、快

“现代骨科的发展方向是精准、
微创、智能化、个性化。”烟台山医院
创伤一科副主任姜传强在节目中如是
描绘现代骨科的样子。

目前，烟台山医院应用的骨科手
术机器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开展四肢、

骨盆、脊柱全节段手术的骨科手术机
器人，它的精度达到了亚毫米级，平均
误差不到0.5 毫米。它能给患者带来
什么？姜传强用“给患者造成的损伤
小，手术时间短，患者康复快、功能恢
复好”等关键词来予以说明，并以复
杂的骨盆骨折手术为例进行了具体介
绍，“采用传统术式，医生需要在患者
身上切开一到两个 10 到 30 厘米的
切口，手术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术中输
血 1000—2000 毫升。有了机器人帮
忙，医生在患者身上打几个小眼就能
解决问题，术中不用输血，不需要切大
口子，患者痛苦少、康复快，有的病人
在术后第二天描述说‘几乎感觉不到
做过手术’。”

截止到目前，医院共完成机器人
辅助临床手术接近 800 台，手术量居
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积水潭医院。

5G运用于手术：
远程“飞刀”已成现实

5G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能
给医疗领域带来哪些变化？烟台山医
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王磊升说，5G
环境下的远程手术，将给烟台百姓，乃
至全省的患者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例如，以往咱们烟台的患者需要做
极其复杂的骨科手术时，他可能会选
择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找专家做，费
时、费力、不方便。今后，借助 5G 技
术，患者身在烟台，我院的专家和北京
的专家就能同台操控机器人手术，让
更多高难度的骨科手术在家门口就能
完成。”今年 6月，烟台山医院参与完
成的全球首例 5G+ 骨科机器人多中
心联合远程手术就是如此，北京积水
潭医院和烟台山医院的专家共同完
成，由“遥规划”升级为“遥操作”，实
现了远程“飞刀”手术的新突破。

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地区的距
离将会被无限缩小。今后，不仅北京、

上海的专家可以身置两地与烟台山医
院医生同台手术，烟台山医院的专家
也可以遥控各县市区医院的骨科手术
机器人完成手术，让更多基层患者享
受到先进技术带来的福利，对于远程
协作、分级诊疗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3D打印：
骨科手术实现个性化

个性化定制，想要什么就能生产
什么。在骨科领域能实现吗？烟台山医
院副院长常黎明认为，随着烟台山医
院 3D 打印技术骨科临床实验中心的
建成与发展，这些将会变为现实。

3D 打印技术是快速成型技术的
一种，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
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
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
体的技术。“3D打印技术在医学领域
尤其是骨科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空
间。”常黎明举例说，借助 3D技术，可
以打印手术预演模型，这种技术方案
主要用于高难度的手术，术前演练可
以让大夫更加准确地进行手术。还可
以打印可用于替换人体骨骼的钛合金
“骨骼”，与传统的金属“骨骼”相比，
3D 打印的“骨骼”不但尺寸精确，而
且带有可供骨头长入的孔隙。它同样
可以满足假肢制作的需求。“3D打印
技术还可用于制作骨科手术导板，复
杂关节置换，骨、关节、脊柱畸形截骨
矫形等领域使用 3D 打印骨科手术导
板，更有优势。”

3D 打印技术与骨科机器人手术
联合应用，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仅
能进一步提升烟台山医院骨科的技术
水平，还能辐射带动区域内各医院骨
科的发展，让骨病治疗更加个性化、精
准化，为群众带来更多均等化、优质化
的医疗服务。

【宣传科】

我院做客烟台广播电台《民生热线》

8 月 16 日，烟台市健康管
理协会肾脏健康管理专业委员
会成立，烟台市健康管理协会
理事长、烟台山医院副院长刘
文波，烟台市医科所所长杨林
海等领导分别致辞，烟台市医
学会血液净化委员会主任委
员、烟台市血液净化质控中心
主任林崇亭当选为第一届肾脏
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委员会由全市 32 家医疗机
构的 60多位委员组成。

烟台市健康管理协会肾脏
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旨在进一步提升烟台市各医院
肾脏病健康管理能力，加强对
健康、亚健康、慢病及康复人群
肾脏疾病的筛查、评估、干预及
跟踪指导，切实提高肾脏病的
治疗效果，向全市广大市民宣
传肾脏病健康管理知识，指导
肾脏病的规范治疗与康复，促
进我市肾脏病、血液净化专业
的健康发展。 【血透室】

烟台市健康管理协会
肾脏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

10 月 13 日，烟台市医学
会儿科分会青春期医学学组成
立，烟台山医院儿科主任李海
燕当选为主任委员, 第一届学
组共有委员 35人。

青春期医学是一个涵盖儿
童、青少年体格发育（矮小、肥
胖、营养不良）、性发育（性早
熟、性发育变异、性发育迟缓、
性分化异常）、生殖与肿瘤、心

理行为等相关问题，多学科交
叉的边缘和前沿学科，涉及到
小儿内分泌、小儿妇科、心理行
为等方面的内容。学组的成立
将更好地促进青春期医学发
展，为全市从事青春期医学工
作的人员提供经验交流、学术
研讨等活动平台，进一步提升
我市青春期医学专业技术人员
整体水平。 【儿科】

烟台市医学会
儿科分会青春期医学学组成立

10 月 12 日，烟台市医学
会职业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山
东省医学会职业病临床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闫永建、烟台市
医学会秘书长杨林海、烟台山
医院副院长常黎明等出席成立
大会，来自全市 32 家医疗机构
的 60多位专家参加成立大会。
烟台山医院急诊科主任杨海燕
当选为主任委员。

烟台市医学会职业病专业
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杨海燕
作表态发言，她表示将履职尽

责、担当作为，以专委会为平
台，与全体委员共同努力，为烟
台市的职业病防治事业贡献力
量，并介绍了专委会今后的工
作计划。烟台山医院副院长常
黎明指出，我市作为全省的职
业病多发区域，专委会任重道
远，强调要以学会成立为契机，
使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不断适
应形势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广
大劳动者，真正实现 “健康中
国，职业健康同行”的奋斗目
标。 【职业卫生科】

烟台市医学会
职业病专业委员会成立

9 月 16 日，烟台山医院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烟台山医院党委书记于远
臣作动员讲话，对医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烟台山医院院长张树栋主持本次工
作会议，全院 200 余名党员干部参
加了启动大会。

于远臣书记对医院开展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了全
面动员部署，他指出，要准确把握目
标要求，抓好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
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五大
任务，确保五大任务落实落地。坚持
出实招求实效，切实做到落实学习
教育要实、调查研究要实、检视问题
要实、整改落实要实四项措施贯穿
始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既是对党员干部思想政
治上的一次深刻洗礼，也是对医院
自身建设的一次有力推动。我们要

结合医院新院区建设、标准化建设等
重点工作，把这次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成为分析医院改革发展重难点、明确
改革发展着眼点、找准改革发展发力
点的活动，为医院下一阶段的发展奠
定思想基础。

于远臣书记指出，全院干部职工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领导，落实
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
立医院改革；全面从严治党、认真履
职尽责。聚力抓重点，补短板，坚持稳
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以加强质量建设
为主旋律，强化提升医疗质量，保障
医疗安全；深化提升服务质量，规范
服务行为；优化提升环境质量，全力
推进新院区建设。使医院管理更加精
细化、标准化、科学化，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为满意的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医
院发展跃上新高度。于远臣书记强
调，要以严谨细致的态度，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确保主题教育深入

扎实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让
群众看到真改进、真变化。

张树栋院长提出明确要求：全院
各支部、各科室一要认真学习贯彻会
议精神，迅速行动，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会议的安排部署上来，不折
不扣地抓好落实。要按照会议部署要
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把各项措施
落实到位。二要精心组织实施。各支
部、各科室要根据医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的统
一部署，认真扎实地开展好各个环节
的工作，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
纪律把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三要强化
责任落实。各支部、各科室主要负责
人要认真履行双重职责，带头参加活
动，每个环节都要作出表率，确保认
识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各支
部、各科室要坚持 “两手抓，两促
进”，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兼
顾，同步推进。 【党办】

烟台山医院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