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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孔镜技术>>

微创手术半小时

告别十多年老腰痛

“腰疼十多年了，一直没当回事，最
近觉得双腿有些发麻才到医院检查，确
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家住芝罘区的尹先
生说，烟台的大医院基本都走了一遍，想
听听不同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

32岁的尹先生反复斟酌，对解放军
107医院微创脊柱外科的微创手术颇有
好感，他在医院病房询问时，亲耳听到一
名“同病相怜”的病友说，上午手术下午
就能进食，第二天就可以下地走路，刀口
小得只有黄豆粒大。

尹先生的病情比较适合用微创的椎
间孔镜技术。烟台107医院微创脊柱外科
主任任中武介绍，椎间孔镜技术是目前
国际上最先进的脊柱外科微创手术新概
念，它革新了传统手术方式。

“椎间孔镜技术是从体侧设通道，直
达患处，不需要破坏脊柱原有结构。相比
传统开刀方式，椎间孔镜技术不仅术中
创伤小、出血少、采用局部麻醉，而且术
后康复非常快，费用也比较低。”任中武
说，之前一台手术需要两万多元，现在
1 . 5万元足够了。

尹先生说，在推进手术室时，心还是
悬着的，但是等出来之后看到只在体侧
有一个直径7毫米的伤口，更加坚信自己
的选择是对的，为医生的妙手点赞。

扩张通道技术>>

老患者也可微创手术

刀口只有2 . 5厘米

家住芝罘区白石路附近的76岁老人
满头银发，虽然皱纹已经爬上脸庞，但是
仍然有双矍铄的眼睛，她说：“这趟来医
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感谢任中武主任，
成全了我出国旅游的梦想。”

老人姓徐，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
“但是年纪大了，走不了远路，就被困在20平
米的院子里。”老人说，到医院检查，诊断为
腰椎管狭窄，需手术治疗，但由于她5年前
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而且又有高血压、糖尿
病等病症，很多医院拒绝为她手术。

“无意中提起这件事，一个舞伴曾经
是腰椎管狭窄症，在107医院做过手术，
她说，手术创口很小，推荐我过来看看。”
老人说，医生说采取微创的治疗方法，不
需要担心老年病，因为术中出血少、恢复
快、创伤小。

任中武介绍，微创手术可以让很多
无法耐受手术的老人接受手术。微创手
术是脊柱外科的发展方向，在未来5年时
间里，微创手术将占90%。传统腰椎管狭
窄症手术切口要12-16厘米，术中多数要
输血，术后卧床要2-3个月，术后会有腰
酸背痛等并发症。扩张通道技术可以避
免这些并发症，手术切口仅2 . 5厘米，术
后5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不但能解决神经
症状，术后还可以不留任何并发症。

烟威地区>>

首家微创脊柱专科让无数患者直起腰板

烟台107医院微创脊柱外科是烟威
地区首家微创脊柱专科，微创手术病
例总数领先，核心成员均受过国内外
良好的技术培训，多年来让无数患者
直起腰板，患者满意度平均高达90%以
上。

“脊柱微创手术有很多适应症，常
规开展的脊柱微创手术主要有四种。”
任中武说，第一种是德国Joinmax椎间
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
源性腰痛；第二种是美国幻影MLTM

（Phantom）扩张通道下腰椎管狭窄症
的扩大减压、腰椎不稳症椎体间融合
内固定术；第三种是老年骨质疏松性
骨折的微创治疗（PKP，PVP）；第四种
是Sextant经皮椎弓根钉内固定治疗脊
柱压缩性骨折等。

任中武介绍，尤其是经皮穿刺椎
体成形术（PVP）、经皮穿刺椎体后凸
成形术（PKP）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椎
体压缩性及病理性骨折，总体有效率
达92 . 3%，很受老年朋友欢迎。

本报记者 宋佳

都说“站如松，坐如钟”，可生活中不少人饱受各种脊柱疾病的困扰，失
去了挺拔、端正的身姿。烟台107医院微创脊柱外科是烟威地区首家微创脊
柱专科，多年来让无数患者挺直腰板。烟台107医院微创脊柱外科核心成员
均受过国内外良好的技术培训，将复杂的脊柱外科手术做到精益求精，将微
创理念发挥到极致，手术刀口只有黄豆粒大小，获出院病人一致点赞。

任中武，第二军医大学外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现任解放军第107医
院骨科中心副主任、微创脊柱外科主任，担任济南军区骨科专业委员会委
员、济南军区微创脊柱外科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兼职，有极强的手术操
作能力和丰富的解决本专业复杂问题的经验，尤其擅长脊柱疾病的微创
治疗，承担了国家、军队、烟台市等一系列科研项目，发表科研论文20多
篇，主编专著2部，获济南军区科学进步三等奖两项。

病情咨询电话：0535-2933638；13791196709；每周三、周五专家门诊。

任中
武正在查
阅脊柱外
科专业书
籍 。 本
报记者
宋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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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滴滴专专车车司司机机忐忐忑忑““上上岗岗””
政策不明，担心被罚，司机们很谨慎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李大
鹏 齐金钊） 28日，市民王先生
向滴滴打车公司支付了100元押
金，然后领取了雨伞、充电器、垃
圾袋和接机牌。从29日起，王先生
将成为烟台首批“滴滴专车”司
机。不过由于多地传出了各类“专
车”被认定为“黑车”被罚的消息，
王先生说，内心仍然非常忐忑。

28日下午，记者来到滴滴专
车在烟台的一处办公地点，看到
多名私家车主领取了印有滴滴
专车标志的车上用品。在这处办
公地点外，停放了多辆价值十几
万元到20万元之间的中档车。当
被问及是不是专车司机时，这些
私家车主都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多数司机说，只是过来看热闹

的，随后便驾车离开。
刚刚接受过滴滴专车培训

的车主王先生透露，他确实是滴
滴专车招募的“专车司机”，明天
将上岗，他刚从滴滴专车的工作
人员手中领到了雨伞、数据线、
纸巾等物品，工作人员还对司机
们做了内测，通过滴滴软件预约
专车，然后由司机们抢单。

据王先生透露，他们首批专
车司机约有百人，但是具体的收
费政策还不清楚，需要等乘客预
约他的专车后才能知道。谈到即
将上岗的感受，王先生坦言，受
最近专车在多地遭遇处罚消息
的影响，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
知道烟台运管部门对专车会持
怎样的态度，会不会把他开的专

车当成“黑车”处理。
“滴滴专车将在29日在烟台

试运行。”滴滴专车公关部方面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滴滴
专车只与拥有汽车租赁资质的
租车公司合作，专车司机从劳务
市场招募，在用车渠道上是不允
许私家车接入平台的，如果平台
中出现违规车辆公司会清查。

芝罘区发布为民服务十项实事

创创业业者者年年内内将将获获330000万万元元““红红包包””
芝罘区今年提供

至少8 . 5万个就业岗位

十件实事中，就业方面，今年
芝罘区将举办各类招聘会150场以
上，提供就业岗位8 . 5万个以上，实
现新增就业再就业3万人以上；为
创业者发放各类创业补贴、小额
贷款贴息300万元；发挥烟台市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作用，服务用
人单位1万家以上，服务群众20万
人次以上；新建1处职业技能培训
基地，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
群体提供就业帮扶，打造3处创业
孵化基地，实现职业技能培训和
创业培训5000人次以上，孵化创业
企业100家以上。

加大社会救助保障力度。居
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政府补贴最
低标准由每人每年50元调整为60

元；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为事实无人
抚养的困境儿童参照低保标准发

放基本生活费。
实施残疾人救助关爱工程。

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200户以上；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
证的残疾人每人每年购买50元意
外伤害险；对贫困残疾人因病住
院个人负担费用（除各种救助、保
险外）超过3000元、10000元、30000

元的，分别补助1000元、3000元、
5000元。

促进教育教学资源均衡配
置。通过教师调配、轮岗等方式，
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均衡
师资力量配备；启动葡萄山小学
等14所学校改扩建工程，改造宫
家岛小学等6处老旧校舍，完成龙
海家园中学主体新建、南山路小
学改扩建及29所中小学校塑胶操
场铺设工程；新增4处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育扶
持各类群众文化艺术团体150个以
上；引导扶持10家以上的民间文
化机构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文化产

品和服务；设立原创作品奖，鼓励
反映芝罘文化、体现芝罘特色的
各类民间文艺创作活动；举办消
夏晚会、送文化进社区、民间文艺
团队展演等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500场以上。

今年置换更新

1000个垃圾箱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对30处
公共绿地和社区绿地进行整治改
造，进一步增加市民休闲娱乐活
动场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强化
环卫保洁力量配备，实现街巷卫
生保洁无缝隙、全覆盖；在部分开
放式老旧小区探索试行简易物业
管理模式；对19条社区街巷破损
路面进行修缮，为市民提供更加
便利的出行条件；在解放路、幸福
路选址建设2-3处务工人员休息
亭；置换更新1000个垃圾箱。

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继续推
进“天网”工程建设，在119处山林

路口和85处居民区等重点部位安
装监控探头；开展“打黑恶、反盗
抢”系列安民专项行动，全年刑事
发案率下降5%以上。

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健全完
善89000民生服务中心功能，实现
与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
区养老服务站等各类养老服务资
源的有效衔接互动；继续为70岁
以上老年人免费发放老人手机，
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呼叫信息
服务。

提高婴幼儿预防接种服务水
平。创建3处省级数字化示范预防
接种门诊，改扩建向阳社区预防
接种门诊，确保国家免疫规划疫
苗全程接种率达到95%以上。

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
60个以上社区配备或更新健身器
材；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共同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增
设公共文体活动场所20处以上；
在大悦城、万达广场设立2处旅游
信息咨询中心。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近日，芝罘区发
布了今年为民服务
十 项 实 事 ，涉 及 就
业、教育、卫生、民
政、城管、文化等多
个民生领域，其中在
帮扶就业方面，今年
芝罘区将给创业者
发 放 3 0 0 万 元“ 红
包”，涉及各类创业
补贴、小额贷款贴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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