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滨医院康复病例展示》这一栏目自6月27日在齐鲁晚报今日滨州的《健康专刊》版面上正式开栏，每周五连载滨州济滨医院在治疗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头坏死、风湿、类风湿、关节
痛、腰腿疼痛、痛风、骨质增生、疑难骨病等骨科接诊治愈的病例。

滨州济滨医院的院长张美玲说：“我想通过登载我院这些真实康复的病例，让患有骨病的患者能够更详细、更立体地了了解骨科疾病，了解滨州济滨医院；同时，也给患有骨科病的病友们搭
建一个交流、增进健康的平台；更希望广大骨病患者能够早日有效治疗、早日康复。”张美玲院长承诺，每一个病例绝绝对真实。

记者通过与滨州济滨医院的患者交流获悉，张美玲院长在接诊的过程中，视患者如亲人，每一项检查都仔细认真分析病病情，所以来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据了解，在滨州济滨医院通过治疗
后已经康复的患者，听说要在报纸上登载他们的病例时，患者们都争相报名愿意公布自己的病例信息和照片等个人信息息，因为他们曾经饱受骨科疾病的折磨，希望患有和自己同样骨病的患者
早日来滨州济滨医院治疗，早日解除痛苦。

赵永山 男 63岁
滨州市市西办事处堤东赵村
联系电话：18706629232

一封济滨医院患者的感谢信

我是滨州市市西办事处南海
社区堤东赵居委会村民，赵永山
今年63岁，因长期劳作，再之年龄
大，去年年底我患上了腰疼病，去
医院治疗诊断为椎间盘突出，经过
一段治疗效果也不明显。偶然再一
次聚会时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滨
州济滨医院治疗你这个病有独特
的权威，效果很好。他们引进了国
际先进的医疗设备，用的是射频微
创消融术，痛苦小、见效快、风险
低、无副作用。是目前最安全的绿
色治疗办法。

我在济滨医院治疗过程中，张
美玲院长同专家会诊，根据我的病

情，制定了一套切合实际的治疗方
案，经过射频微创术及药物理疗，
现我已康复满意出院。

在此我感谢济滨医院的全体
医护人员，在这里我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们为我解除了痛苦。

在济滨医院治疗过程中我获
悉贵院为了解除患者的痛苦、增进
健康，在《齐鲁晚报》《健康专刊》版
面上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济滨医
院康复病例展示栏》，为此我本人
想借此机会，利用这个平台，用自
己治疗康复的真实体会，奉劝告知
广大骨病患者和自己同样的患者，
为了尽早解除痛苦，不要忍受痛
苦，也不要等待受罪，希望早日到
济滨医院治疗，祝您们早一天解除
痛苦！

赵永山
2014年 7月30日

张会海 男 71岁
滨城区单寺乡宋大学村250

电话13561529673

20多年的腰腿疼治好了

患者情况：该患者有20年的
腰腿疼病史，近几年腰疼伴双下
肢疼痛麻木，并伴有间歇性跛
行，出现弯腰、驼背情况，严重影
响到了生活质量，听朋友介绍，
济滨医院微创治疗腰腿疼痛疾
病很神奇，于是前来就诊。

求治经历：患者由于长期腰
腿疼痛，脊柱已出现侧弯畸形。
结合临床检查结果,济滨医院专
家组制定出一套适合该患者的
治疗方案，使其痛苦小,恢复快。

治疗结果：经过综合治疗
后，达到了该患者意想不到的效
果。张会海感谢信中这样写到：

“您们以高尚的医德，先进的微
创，精准的医术，热情的服务，为
我除病痛。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安兰 女 57岁
惠民县辛店乡牛家村
电话：13695439980

不手术，不开刀，微创疗法

治好了我的腰腿痛

患者情况：来自惠民县的张
安兰，今年57岁，两个月前张安兰
忽然觉得腰骶部十分疼痛，继而
出现臀部疼痛及右下肢无力麻
木，发病后当地医院拍片诊断为

“腰椎间盘突出”，当地医院给予
张安兰口服药物，针灸和膏药外
敷等综合治疗，效果不佳。腰部疼

痛跛行，行走距离小于100米，不
能久站和久坐，平卧休息不能缓
解，张安兰在其亲戚的引荐下，来
到济滨医院就诊。

检查结果：张安兰腰椎曲度存
在，L4\5,L5|s1椎间盘右后突出，侧
隐窝狭窄，神经根受压明显，诊断
为：1 .腰椎间盘突出 2 .腰部肌肉
慢性劳损 3.腰椎退行性变

治疗经过：患者入院后完善辅
助检查后，行L4\5,L5|s1椎间盘微
创消融术，神经根粘连松解术。

随诊，患者治疗效果非常明
显，已完全康复。

赵俊峰 男 67岁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瓦赵村
联系电话：15698030283

早知道济滨医院就不用受

罪了

患者情况：该患者腰痛伴下肢
疼痛多年，无法站立、行走困难，坐
立不安，站着痛、坐着痛、躺着也
痛，近两个月加重。曾经到过多家
医院治疗，用过好多药和方法，效
果不理想，一直遭受腰椎病的折
磨。“今年偶然一个机会，打听到滨
州济滨医院用微创办法治疗腰椎
病，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了滨

州济滨医院，没想到这一试，竟让
我奇迹般的摆脱了多年的疼痛。”
赵俊峰带着感激说。

检查结果：据了解，赵俊峰经
济滨医院专家检查分析，诊断为腰
间盘L4 L5膨出，L5/S1突出，严重
压迫下肢神经。

治疗经过：济滨医院采用国
家重点科技项目椎间盘微创消融
术治疗，消融了膨出、突出的髓
核，使其不在压迫神经，解除了患
者多年来一直无法解除的痛苦。
赵俊峰希望和他之前一样饱受疼
痛折磨的病人早日接受治疗，早
日康复！

朱建华 男 61岁
滨城区市中办事处牛王村
电话：13854309542

神奇微创技术，一周治好了

我六年的腰椎病

患者情况：朱大爷患腰椎间
盘突出6年，虽然尝试过不少治疗
方法，可疼痛还是会复发。朱大爷
抱着最后的决心，在家属的搀扶
下，来到济滨医院治疗。

求治经历：济滨医院专家根
据患者的症状及检查结果，诊断
为：L4\5 . L5\S1椎间盘突出，压
迫右侧神经根，导致右腿长期疼

痛，麻木至足趾。下腰部长年闷疼
难忍，最糟糕的情况是双腿无法
上下楼梯，走路必须别人搀扶，日
常生活无法自理。因为害怕手术，
所以腰痛一拖再拖。

济滨医院专家为其制定了一
套微创治疗方案，整个操作过程
可视，安全。20分钟便可完成整个
手术，不会伤及正常组织，非常安
全，一般3-7天即可出院。

治疗结果：整个手术非常成
功，腰椎间盘突出已回位，朱大爷
非常高兴，他经常把这件事告诉
身边的患友，希望这种微创技术
能早日帮助大家解除病痛。

高令芬 女 64岁
滨城区北镇办事处和平居委会
电话：0543--3206389

治好颈椎病，

送面锦旗表感激

患者情况：高令芬患颈椎病多
年，枕项部疼痛伴有头晕、恶心，严
重时出现呕吐，视物模糊。经多方治
疗，时好时坏。听说济滨医院的微创
治疗颈椎病效果很明显，于是前来
就医。

求治经历：济滨医院结合患者
的症状及临床检查结果。确诊为寰
枕筋膜挛缩型颈椎病，椎动脉受压，
而引起的大脑供血量不足，出现的
一系列症状。根据患者的病因，济滨
医院专家组制定出一套微创治疗方
案，经过十天的治疗患者已经完全
康复。

治疗结果：患者自出院至今颈
椎已无明显症状，对济滨医院的治
疗非常感激。于是老俩送来一面锦
旗，以表感激之情。

崔凤英 女 58岁
系滨城区北镇办事处五四居委会
患者联系电话：13176288188

射频微创治疗

去多年病痛困扰

患者情况：该患者腰部伴左侧
腿部至膝盖疼痛、麻木多年，期间曾
先后到过多家医院采用过小针刀、
推拿、理疗、及臭氧治疗，效果均不

理想。
治疗经过：于2014年2月19日

来到滨州济滨医院，专家结合患者
症状及检查结果，确定了治疗方
案。通过在C型臂可视下行射频微
创等综合治疗，困扰患者多年的症
状消失，治愈出院后，跟踪随访，从
出院至今患者在没有出现原来的
症状，对济滨医院的治疗非常满
意。

张寿合 男 68岁
利津县明集乡东堤四村
电话：13625462071

能减轻您的病痛 ,是我们医

者最大的荣耀

患者情况 :患者腰部疼痛伴
右下肢麻木七年余 ,其疼痛麻木
特点是 ,自臀部至大腿外侧向足
踝部放射，失去劳动能力。听说
济滨医院有先进的微创治疗技
术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济
滨医院就诊。

求治经历 :该患者是由于长

期劳累 ,出现的多节段腰椎间盘
突出 ,压迫硬膜囊及下肢神经引
起的症状 .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 ,
济滨医院专家在C型臂下应用椎
间盘射频治疗仪 ,实施了椎间盘
微创消融术 .患者术后一周可以
站立行走,不再疼痛.

治疗结果 :治疗后该患者疼
痛症状消失 ,术后1个月 ,该患者
可以从事一些轻的体力劳动了 ,
对济滨医院的治疗非常满意 .张
寿合这样对周围的腰腿疼患者
说 : "在您没到济滨医院治疗之
前，请不要放弃."

王元帅 男 42岁
惠民县魏集镇老君堂村
电话：15006997622

元帅康复归来

患者情况：该患者腰部疼痛伴
腹股沟区及臀部疼痛6个月，无法从
事体力劳动。家中有一对儿女，大女
儿还上学，小儿子只有8岁，正是家
庭支柱的他，焦急万分。到过一些医
院就诊，都主张开放性手术，手术费
用高不说，怕术后不能从事体力劳
动，夫妻两人一筹莫展。听亲戚说济

滨医院的微创效果明显，无后遗症，
于是前来就医。

求治经历：济滨医院得知患者
家庭情况比较困难，行动不便，主动
派车接王元帅来院治疗。济滨医院
专家组根据患者症状与临床检查结
果，进行了一周的精心治疗。夫妻两
人对医院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效果非
常满意。

治疗结果：患者术后疼痛症状
基本消失，并与医院的医护人员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亲切的称
他为“元帅”。

葛敬业 男 67岁
滨州技术学院退休职工
电话：13561504381

葛大爷二十年的颈椎病

终于好了

患者情况：该患者双上肢麻
木，疼痛，双下肢无力，行走不稳20
余年。近期症状加重，有瘫痪的危
险。患者心理压力非常大，经多方
治疗无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
济滨医院治疗。

求治经历：济滨医院专家组，
根据患者检查结果，该患者的症状
为：感觉障碍(麻木感等)，下肢无
力，走路不稳，是脊髓受到刺激压
迫所致，是典型脊髓型颈椎病的表
现。诊断明确后，分两次给予颈椎
射频微创治疗，十天后出院。

治疗结果：治疗后该患者双上
肢麻木减轻，走路基本平稳，术后
一个月复查，身体基本恢复至常人
状态，对济滨医院的治疗非常满
意。

张国云 男 42岁
地址：滨州市开发区里则办事处
大开河村
电话：15254337853

治骨微创，使我重获新生

患者情况：张国云患腰疼病
3个月了，不能直立行走，走路总
是身体向一侧弯着，并放射至一
侧腿部疼痛，，在家人的搀扶下，
张国云来到济滨医院治疗。

求治经历：我院专家根据患
者的临床症状与检查结果，确诊
为L4\5\s1椎间盘突出，压迫一
侧神经根，导致的腰部疼痛伴一
侧腿部疼痛麻木。济滨医院专家
为其制定了微创治疗方案，整个
手术过程安全，可视，不会伤及
正常组织，7天出院，不影响患者
以后的劳动能力。

治疗结果 :治疗后该患者疼
痛症状完全消失，身体恢复到患
病以前的状态，现已完全康复。

罗翠香 女 57岁
电话：15216492097

地址：桓台县马乔镇姚郭村.

华佗在世！

二十年的病十来天就治好了

患者情况：该患者患腰腿疼痛
20年。在淄博、滨州、济南等各大医
院均求治过，有时按风湿、类风湿
治疗，有时按脑血管病治疗。面对
患者有瘫痪的风险，夫妻俩一筹莫
展，后来听朋友介绍，济滨医院对
治疗颈椎病，腰椎病效果很奇，于

是抱着最后的希望，夫妻两个来到
济滨医院。

求治经历：经过专家联合会
诊，确诊为该患者腰间盘突出压迫
下肢出现的腰腿疼痛，颈椎病引起
的头晕、手麻等症状，结合患者的
实际情况，给予分层分段治疗。

治疗结果：经过十来天的治
疗，患者全部症状基本消失，该患
者丈夫一个劲的说：“华佗在世！二
十年的病十来天就治好了，我非常
感激济滨医院，要做你们的义务宣
传员!”

黎兰英 女 75岁
现住址：滨州市渤海六路南首塑
料厂宿舍2号
家属电话：18366889002

治疗效果实在太神奇

患者情况：该患者腰痛伴下
肢双腿打颤、疼痛近20余年，多
年来一直困绕自己无法正常睡
眠，先后曾到多家医院治疗效果
不佳，近几年病情不断加重，每
晚起床好几次，靠服止痛药、安
定方能入睡，在三级医院就诊建
议做开放手术治疗，但有瘫痪的
风险。经人介绍于2013年10月23
日来到我院就诊。

检查结果：经过详细检查
后，确诊为腰椎间盘L4、L5突出
压迫下肢神经。

治疗结果：结合临床症状，
济滨医院专家制定出整体治疗
方案，与2013年10月26日通过采
用微创消融治疗后，双腿打颤、
疼痛症状全部消失。回复了正常
生活，多年来靠吃止疼药和安定
才能睡眠的困扰一并解除。患者
及家人非常感动，术后医院随
访，患者及家人连连称奇，没想
到在三级医院都需要做手术才
能治疗的疾病，在这里一针微创
就解决了。太感谢你们医院的专
家给了我晚年的幸福生活。

张风枝 男 67岁
滨州春晓集团退休职工 (现居滨
城区北镇办事处西宋村)

电话：13686305056

给我一份信任，

还您一份奇迹

患者情况：该患者名叫张风枝
男 67岁 患腰椎间盘突出多

年，近半年加重，无法站立行走。采
用推拿、理疗、针灸、贴膏药等保守
治疗，无明显改善。对于开放性手
术，病人存在恐惧心理。后来听说
济滨医院微创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不用开刀，只需一针，不伤神经，是
目前国际上治疗椎间盘突出最安
全、痛苦最小、见效最快、风险最低
的一种治疗方法。前来就医。

求治经历：济滨医院专家据患
者的症状与临床检查结果，确诊为
L4/5，L5/S1椎间盘突出压迫硬膜
囊及左侧神经根，出现腰部疼痛左
侧肢体疼痛无力。对患者实施L4/
5，L5/S1椎间盘射频微创消融治
疗。

治疗结果：患者术后疼痛压迫
症状完全消失，现已能够做一些体
力劳动，上下楼梯，骑三轮车等活
动。张大爷要送给广大腰腿疼患者
的一句话："给济滨医院一份信任，
还你一份奇迹！"滨州济滨医院地址：滨州市黄河二路渤海五路东五百米 电话：0543—3292103 3802120

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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