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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复旦版)出炉

山山东东四四家家医医院院入入围围综综合合百百强强

济南市二院专家：

视视神神经经不不可可再再生生，，发发现现病病变变及及早早治治疗疗

本报记者 陈晓丽

“视神经是位于视网膜上的
神经组织，就像绳索一样连接着
眼睛和大脑，主要功能是将视网
膜接收到的视觉信息传递给大
脑，最终形成视觉。”济南市第二
人民医院(济南眼科医院)眼底病
科眼科主任医师谭瑞礼表示，常
见的视神经疾病包括视神经炎、
视神经萎缩、视乳头水肿、缺血

性视神经病变等。
其中，视神经炎是视神经

任何部位发炎的总称，大多为
单侧眼睛发病，常造成视力急
剧下降。“很可能是由于上呼吸
道或消化道病毒感染、精神打
击、预防接种等引起机体产生
自身免疫反应，自身抗体攻击
视神经而致病，局部或全身感
染均可导致感染性视神经炎。”
谭瑞礼表示，激素冲击疗法治
疗视神经炎效果显著。

先天因素、外伤、炎症、药
物及烟酒中毒、头颅或眼眶内
肿瘤等均可导致视神经萎缩。

“人体组织中的任何神经均不
可再生，因此，视神经萎缩的预
后较差，最终可能导致失明。”
谭瑞礼介绍道，目前临床上主
要采取服用维生素、血管扩张

药、中药等辅助治疗，最重要的
是明确病因及早治疗，保护残
余的未损害的神经细胞。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是由于
营养视神经的动脉血供应障碍引
起视神经缺血、缺氧，造成视神经
的损害，多发于老年人。高血压、
动脉硬化、颈动脉阻塞、糖尿病等
均是潜在风险因素。谭瑞礼表示，
临床多采用降低眼内压、改善血
液循环、营养神经类的药物，早期
治疗视力可得到恢复。

“视乳头水肿是指视神经
乳头没有原发性疾病，却充血
水肿，患者多伴有头痛、恶心、
呕吐等症状。”谭瑞礼表示，目
前多认为视乳头水肿是各种疾
病导致颅内压或眼内压升高所
致，因此临床基本是针对病因
采用相应的治疗办法。

“非手术外敷法”专利研发人即将抵济，寻重症者体验

腰腰突突 颈颈椎椎病病千千万万别别硬硬扛扛
济南郭店63岁的李先生

患腰椎病近10年，降温、阴雨
天气疼痛加重。近日，因寒湿
侵袭，腰突发作卧床不起。因
恐惧手术四处求方，后听说
民间名医王立财有外敷专利
方，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到
省中医东200米，济南朝山街
南口对面的“聚安堂小偏方
体验店”找王立财。

李先生使用王立财专利
偏方40天后，行走自如，跑步
爬山均不耽误。据了解，王立
财从医40余年，医术精湛，擅
长老胃病、颈腰椎等顽疾。如
今他已获近10项国家专利，
并登上《世界名人辞海》，成

为用煎药锅叫板手术刀的
“民间中医巨匠”。王立财说：
“劳累与寒湿是腰突主因，须
驱寒除湿、改善微循环。我研
发‘颈腰椎外敷方’和‘驱寒
除湿泡酒方’专门针对怕寒
怕冷、经络淤阻，腰肌劳损引
起的颈腰椎病。”

“反复发作者只需睡觉
时外敷12小时，重症者可自
行加长时间同样达满意。很
多行动不便、不能弯腰下床
者，外敷一次超乎想象，40天
左右即可慢跑。”王立财说。

“目前该方诚征50名颈腰椎
患者480元体验。敬请康复者
代我宣传，谢谢！”(文/康健)

本报记者 陈晓丽

综合排行：山东占四

席，齐鲁医院最靠前

自2010年开始，复旦大学
医院管理研究所每年会推出此
排行榜项目，这是一项由独立
第三方的医院管理学术机构开
展的公益性项目，通过排行评
比，有利于为医院学科建设建
立标杆，造福病人；有利于突出
医院专科的国内国际声誉。

目前排行榜主要借鉴美国
最佳医院排行榜专科声誉评比
方法，通过同行评议来产生，排
行榜的评审专家来自中华医学
会和医师学会，涉及37个临床
专科。评审专家综合考虑学科
建设、临床技术与医疗质量、科
研水平等三方面因素，评选本
专业领域内中国排名第一到第
十的医院。

各专业所有专家的投票将
进行加权统计，分别形成37个专
业的中国医院专科排行榜；上述
结果再结合医院SCI和科研奖
项，形成该年度的中国医院排行
榜。同时，还邀请专家对中国七
大地区评选出第一到第五名的
医院，同样方法形成该年度该地
区的专科排行和医院排行。

在综合实力排行榜中，北
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依
然领跑前三。山东省有四家医
院进入综合排行榜前100名,其
中，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位列21
名，山东省立医院位列42名，青
岛大学附属医院位列75名，山
东省肿瘤医院暨山东省肿瘤防
治研究院位列95名。

专科排行：11个专业

上榜全国前十

在2016年度医院排行榜
（专科汇总）中，山东省的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山
东省肿瘤医院暨山东省肿瘤防
治研究院分别以第23位、第60位
以及并列第92位进入排行榜前
100名。在37个专科排行榜中，山
东省共有28个专科榜上有名。

其中，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医学 (第4)、康复医学(第
8)、妇产科(第8)、神经外科(并
列第9)、检验医学(第10)、血液
学(第10)、消化病(第10)，山东省
立医院耳鼻喉科(第8)、重症医
学(第9)，山东省肿瘤医院暨山
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肿瘤学
(第6)，山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
眼科医院眼科(第9)等11个专科
进入专科榜单前10名。

另外，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病理科、耳鼻喉科、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心血管病、老年医学、
超声医学，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
科、烧伤科、妇产科，青岛大学附
属医院神经外科、内分泌科、小
儿外科、骨科，山东省精神卫生
中心精神医学，山东大学口腔医
院(山东省口腔医院)口腔科，山
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暨
山东省皮肤病医院皮肤科等17
个专科获得榜单提名。

区域排行：两家医院

跻身前二十

在全国医院排行榜、专科
排行榜发布的同时，复旦版延
续了上届发布以东北、华北、华
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作为
划分的七大区域性榜单的做
法，展示了全国各地区域范围
内的医院综合实力和专科声誉
排名。

在华东区综合实力排行榜
20强榜单上，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位列前三名，而剩余17席
山东省只有山东省立医院(第
14名)一家上榜。

在区域专科声誉排行榜

中，列出了37个专科的前五强，
其中，我省的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急诊医学、病理科、妇产科、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消化病、
老年医学、康复医学、耳鼻喉
科、普通外科、血液学、检验医
学、超声医学、心血管病，山东
省立医院耳鼻喉科、内分泌科、
重症医学，山东省肿瘤医院暨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肿瘤
学，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
医学，山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
眼科医院眼科，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康复医学等21个专科进入
2016年华东区医院专科声誉前
五名榜单。

全国医院哪家强？身边医院哪个好？这一直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近日，复旦大学版《2016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和《2016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在上海发布，全
国100家医院和37个专科名单揭晓。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等我省四家医院入围综合百百强。其中，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位列华
东地区第3位，全国综合排名第21位，专科汇总排行位列全国第23位，共有7大专科进入全国排名前十，另有7个专科进入全国专科声誉提名榜单，各项数据指标均继续领跑山
东。本报对山东省上榜医院有关数据进行了整理汇总，希望能为省内广大患者就医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知知名名种种植植专专家家加加盟盟拜拜博博口口腔腔
本报记者 陈晓丽

11月12日，济南市口腔医院
原种植修复专家李铁军主任加
盟济南拜博口腔医院担任院长。
为给百姓提供更好的口腔诊疗
服务，济南拜博口腔医院正式启
动了以李铁军院长为核心的拜
博口腔主任医师专家团队联合
体项目。这些医联体成员都是毕
业于国内顶尖的口腔院校，从事
口腔专业十余年，在全国各大知
名口腔医院进修的优秀医生。

为了全面提高口腔治疗质
量，牙博士口腔邀请种植牙领域

有卓越表现的医生组成了主任
医师团队联合体。包括济南市口
腔医院李铁军院长、山东省中医
口腔科主任刘挺立教授、美国加
州大学种植硕士刘吉利主任等
国内知名口腔医学院的硕士团
队针对每一位患者的每一颗牙
提供权威病例讨论，从拍片、方
案设计、种牙对比大数据双重把
关种牙方案，让每一位顾客放心
用上恒久好牙。

为了让每一个缺牙人放心
种好牙，济南拜博口腔医院结合
数万例种植牙数据，在主任医师
专家团队的把控下为每一个患

者的每一颗牙的种植提供智能
而精准的修复方案。通过精密的
计算到种植位点，并模拟实施种
牙，每一颗植牙要种在什么位
置、通过什么角度种进去、种多
深，包括种植体周围的骨密度条
件都一目了然，顾客在种牙前就
能看清种牙后的种植效果。

济南拜博口腔主任医师专
家团队联合体正式成立，拨打电
话0531-82389888即刻预约专家团
队联合会诊。电话预约即送价值
2800元的全瓷牙冠一颗和1000
元种植牙代金券一张；每日仅
限10名。

颈肩腰腿痛反复发作、
痛无休止，患者身心倍受折
磨！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
息，正骨世家【青紫堂】免
费试用活动正在进行，如
果你有颈椎疼、腰椎痛、骨
刺 关 节 炎 、肩 周 炎 、老 寒
腿、腰肌劳损、风湿骨痛等
骨病困扰，如果你长期忍
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
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
请到“青紫堂”。

青紫堂，始于公元1896
年，六代祖传正骨世家，针对
各种颈肩腰腿痛，有一套独
特的治疗方法，为无数患者
解除了痛苦。

每个骨痛患者都希望全
身骨头关节不痛不僵，像正
常人一样轻松上下楼，肩能
扛，腰能弯，高抬腿，大步迈。
现在来“青紫堂”，不用花一
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电
话：0531-55625760

正正骨骨世世家家青青紫紫堂堂济济南南八八店店开开业业同同庆庆

征征集集百百名名““颈颈肩肩腰腰腿腿痛痛””者者免免费费体体验验

山东地区医院在全国榜单排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医学（第4） 康复医学（第8）
妇产科

（第8）

神经外科

（并列第9）

检验医学

（第10）

血液学

（第10）

消化病

（第10）

病理科(提名) 耳鼻喉科(提名)
内 分 泌 科

(提名)

神经内科

(提名)

心血管病

(提名)

老年医学

(提名)

超声医学

(提名)

山东省立医院 耳鼻喉科（第8） 重症医学（第9）
内分泌科

(提名)

烧伤科

(提名)

妇产科

(提名)

山东省肿瘤医院 肿瘤学（第6）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提名) 内分泌科(提名) 骨科(提名) 小儿外科(提名)

山东地区医院在华东地区排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诊医学 病理科 妇产科 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消化病 老年医学

康复医学 耳鼻喉科 普通外科 血液学 检验医学 超声医学 心血管病

山东省立医院 耳鼻喉科 内分泌科 重症医学

山东省肿瘤医院 肿瘤学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医学

葛医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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