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珍藏24年的挂号证

“门诊号 2413”“年龄 47
岁”“初诊日期 95 年 6 月 29
日”……这是郑州七旬老人李
念珞（化名）珍藏了24年的河南
省洛阳正骨医院的挂号证。

1993年，45岁的李念珞因
交通意外受伤骨折，经郑州多
家医院诊治两年后骨折部位仍
感疼痛、行走困难。

1995年6月，李念珞的爱
人听说洛阳有个全国闻名的正
骨医院，便抱着一线希望，带她
坐绿皮火车来到洛阳，挂了郭
氏平乐正骨第六代传人——时
任洛阳正骨医院院长的郭维淮
的专家号。

经过详细问诊后，郭维淮
院长建议用洛阳正骨医院的传
统方法保守治疗，服用中药汤
剂和特制接骨丸，但治疗周期
会长一些。

虽然每两周都要辛苦往返
于郑州和洛阳两地，但只要不
开刀不做手术，李念珞更愿意
服中药配合治疗。

经过半年治疗，她不仅疼
痛明显减轻，还能下地走路了。

骨折痊愈后的李念珞，从
47岁到现在70岁，生活如正常
人一样，做家务、带孙子、外出
旅游，都没有问题。当初那张
挂号证也被她一直珍藏在医保
本中。

2019年年初，李念珞老人
走路稍远一些后，左髋部就会
隐隐作痛。去医院检查，说可
能是股骨头坏死，需要换关节。

不愿意做手术的李念珞老
人再次想到洛阳正骨医院：“20
多年前我的骨折就是没开刀治
好的，我还去正骨医院！”

这次，李念珞老人没有去

洛阳，而是径直来到郑东新区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
骨科医院）郑州院区（以下简称
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

在疼痛科门诊，经过几天
的中药熏蒸、针灸等保守治疗，
李念珞感觉疼痛明显好转。又
经过几次后续治疗，老人康复
出院。临出院时，李念珞老人
拿出了那张珍藏了20多年的挂
号证，高兴地对疼痛科医生说：

“20多年前我骨折就是去洛阳
治好的，你们来郑州办分院真
好，我就相信洛阳正骨医院！”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洛阳正骨医院是河南省
卫健委直属的中医骨伤专科医
院，具有226年的传承历史，被
誉为新中国正骨学界的“黄埔
军校”。

不开刀治骨折（手法正
骨）；洛阳皮瓣治疗骨髓炎、骨
皮缺损、骨肿瘤；专注骨质疏松
治疗20余年；微创可视的针刀
镜治疗顽固性风湿病……这些
都是洛阳正骨医院的拿手绝
活，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患者。

那么，在洛阳正骨医院郑
州院区能享受到和洛阳一样的
优质诊疗服务吗？

答案是肯定的。建院伊
始，洛阳正骨医院的领导班子
就把“诊疗同质化”和“管理一
体化”同步实施作为郑州院区
建设的重大举措。

郑州院区技术骨干大多来
自洛阳“大本营”，诊疗技术秉
承“洛阳正骨”传统优势与特
色，能够为骨伤患者提供同质
的医疗技术服务。这也是李念
珞老人毫不犹豫选择郑州院区
的原因。

数字可以说明一切：2015
年，年门诊量7万人，出院患者
5293人次；2017年，年门诊量

15.4万人，出院患者1.35万人
次；2019年1～10月，门诊量超
过20万人，出院患者1.72万人
次。开诊五年来，门诊总量突
破75万人次，出院患者达6.2万
人次。

一个周周必讲的学术论坛

2019年11月13日，周三，
早晨7点30分，室外狂风呼啸，
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门诊楼
四楼学术报告厅，却聚满了认
真听讲的医务人员。这是第
163期“主任、博士论坛”，一个
从第一期开始，不管天气多么
恶劣，周周必讲的学术论坛。

经过多年的传承积淀，凭
借优秀的人才、先进的设备、良
好的环境，洛阳正骨医院郑州
院区实现了郑洛两地的同质服
务，也突出了平乐郭氏正骨疗
效好、痛苦小、费用低的特色。

但是，在洛阳正骨医院领
导班子看来，只做好传承是远
远不够的，还需要把眼光朝向
未来，紧跟学术前沿，推动临床
发展，“主任、博士论坛”就是其
中一项重要举措。医院发展，
科研先行。洛阳正骨医院郑州
院区在非手术疗法治疗复杂骨
折的平乐郭氏正骨疗法基础
上，开拓创新，形成了肌骨超声
诊断、冲击波综合治疗、骨伤舒
适康复、3D打印建模等诊疗亮
点，并拥有在省内率先推出以
骨健康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中
心。

2018年，洛阳正骨医院郑
州院区承办了第二届中国·嵩
山骨科高峰论坛暨第25届中
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术年
会，1000多位国内外中西医骨
伤科专家汇聚一堂谈“骨”论

“筋”，彰显了医院在全国的影
响力。

一位百岁老人的深情亲吻

“我的救命恩人呀，谢谢你
让我重生，又一次有了站立的
机会。”2018年6月，103岁的
张奶奶出院时拉着孙永强教授
的手不断地亲吻着，诉说着自
己的感激之情。

家住潢川的张奶奶不慎摔
倒，县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颈骨
折”，但医生表示手术风险太
大，不敢贸然进行手术。

老人被送到洛阳正骨医院
郑州院区后，著名骨伤科专家、
郑州院区管委会主任孙永强教

授不但亲自制订了一套详细严
密的治疗方案，还亲自上台手
术，从切皮到装好一套人工髋
关节十几分钟就完成。

术后6小时，张奶奶已经可
以自主在床上活动，次日就可
扶助行器下地行走锻炼，自己
上卫生间。

根据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
区初步统计，医院收治的疑难
骨病患者、65岁以上的高龄患
者，远超同级医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用患者的话来说，一是对
洛阳正骨品牌的信赖，二是医
生艺高人胆大。

让患者快速、优质、舒适地
度过康复期，尽早回归正常生
活，是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
医疗团队的追求。医院始终把
医疗安全与医疗质量管理作为
头等大事来抓，努力为患者提
供安全有效的治疗的前提下，
推进医疗信息化进程方便患者
就诊，让群众享受到更多的实
惠。

患者的就医体验是医院服
务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洛阳正
骨医院郑州院区实行“无假日
医院”，人性化的开放式服务窗
口、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处处
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开通健康咨询热线，搭建
起医院与患者交流的平台，倾
听患者声音，为患者解决就医
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一支300人的拉伸保障队

2019年10月13日，一年

一度的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在
郑东新区开跑。与往年不同
的是，本次赛事在全马和半马
终点设置了两个拉伸点。

作为赛后拉伸服务的唯
一指定协作单位，洛阳正骨医
院派出了包括郑州院区在内
的 3 个院区（洛阳东花坛院
区、洛阳康复院区），组织300
名专业志愿者，为参赛选手提
供专业、免费的赛后拉伸志愿
服务。

当天，洛阳正骨300名志
愿者为超万名的参赛选手进
行了拉伸服务，每名志愿者都
连续做了数小时的拉伸服务，
一个个汗流浃背，连喝水的工
夫都没有。

郑州市市长王新伟亲临
全程马拉松终点拉伸服务站
现场慰问，对洛阳正骨医院能
一次派出 300名志愿者的实
力给予肯定。

作为公立三甲医院，洛阳
正骨医院郑州院区始终把社
会责任放在第一位，通过多种
方式开展“健康骨骼 健康人
生”万人骨骼筛查、出租车司
机免费体检、科普讲座、义诊
等公益活动，为数万百姓提供
了免费查体和健康咨询；积极
参加各项健康主题日义诊活
动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媒体等
举办的义诊活动；切实履行医
疗保障任务，医护人员的身影
出现在各大重要活动现场：郑
州马拉松比赛、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一次又一次，用洛
阳正骨人的责任、担当为百姓
健康撑起坚固的守护伞。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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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有个洛“郑”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洛“郑”骨？洛阳正骨不是在洛阳吗？对，也不对。
对，是因为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的总部就在洛阳东花坛。不对，是因为在郑东新区还有

一个院区，身在郑州也可享洛阳正骨的同质诊疗服务。
从2010年，洛阳正骨医院把一颗种子撒在郑东新区；到2014年11月18日，种子破土而出；再到2015年、

2016年，种子以可视化速度茁壮成长；一直到今天，种子已拔节成树，为越来越多的骨病患者提供着优质诊疗
服务；未来，参天大树，指日可期！

这就是公立三甲医院洛“郑”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

脚印在前行时最为
坚实，时光在回溯中彰
显不凡。

5年来，洛阳正骨医
院郑州院区秉承“正骨
人，人正骨正，医患情，
情真心真”的医院核心
价值观，坚持“大专科，
小综合”的定位，建立了
一支精诚团结的优秀医
疗服务团队，获得广大
百姓的认可。

再过几天，也就是
11 月 20 日，洛阳正骨医
院郑州院区二期科研教
学综合楼项目就要开工
建设了。三四年后，这

座地上 18 层、地下 2 层
的大楼里，将拥有转化
医学病房、标本中心、病
案中心、学术交流平台、
科研实验平台、骨科康
复治疗区等一流硬件设
施。

未来，医院将以学
科-医院联盟-医疗中心
建设为载体，积极推动
中 医 骨 伤 科 高 质 量 发
展，聚力提升中医骨伤
科区域医疗水平，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为百姓
带来更加安全、舒适的
诊疗服务，为健康中原
建设添砖加瓦。

后记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

百岁老人张奶奶对孙永强教授感激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