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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的神态，温润的话语，脸

上还不时流露出真诚的笑容，这是

宫明智给人的第一印象。但当他进

入手术室，他又会成为一个与时间

赛跑，果断、镇静的外科医生。作为

一名骨科医生，从业二十几年，他

已经记不清自己接好过多少截断

骨，抢救过多少名病人，也见过太

多的生死。但“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在宫明智眼中所有的病人都

是自己肩上的责任，只有用强烈的

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业务水平才

能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对得起每

一位病人和家属的殷切嘱托。

想当“科学家”的他却走上医学路

他把医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穿越回1983年夏天，有人

告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宫明智：你

将来会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外科

医生，恐怕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

信的。“高中的时候都想当个科学

家或者工程师，从医是我从来没想

过的。”说起当年报考志愿，宫明智

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完全是“瞎报”，

“数学和物理考得一般，但是化学

和生物考得挺好，于是最终就报了

医学院。”就这样，从未涉猎过医学

的宫明智走上了学医、从医之路。

当年因为希望通过手术直接与疾

病面对面，宫明智选择成为一名外

科医生。如果说在课堂上学习的是

各种系统的医学知识，那么真正认

识到自己职业的特殊性，还是在真

正工作以后。“刚工作的时候经常

抢救病人，有些病人送来的时候还

是神志清醒的，但因为内脏已经大

出血了，尽管大家都在努力救治，

但人在手术过程中眼看着就休克

死亡了。”在一次次治疗抢救病人

的过程中，他逐渐地真正感受到：

医生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职业，每

一台手术承载的都是一条生命。

从最开始实习的外科，到后来

的骨科再到创伤骨科，宫明智见到

过太多的重伤患者，经历过太多次

的急救。年轻时他也曾因见过太多

生死而感到麻木，一晃间，从医已

经是第28个年头了，宫明智却说如

今自己的心越来越“软”。特别是当

看到一些年轻人因为事故而抢救

无效时，他总是感到心痛惋惜。“世

事无常，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全力

去挽救患者的生命，减轻他们的痛

苦，同时也是减轻家人的负担。”

也正因如此，宫明智对于患者

总是能够做到发自内心的关怀与

体贴。创伤骨科的病人都知道，宫

主任不但做手术拒收红包，而且还

想方设法帮患者节省每一分钱。当

记者问起这个话题时，宫明智坦

言：到省城医院做一场手术对于许

多条件一般的家庭而言已经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其他环节他没办

法，但既然人到了自己的科室，那

他就尽量将花销降到最低。能够用

简单便宜的器械解决的，就不用贵

的复杂的；能用国产的，就不用进

口的。而且，他把每一次手术都做

到认真负责，尽力减少手术中感染

的发生，避免二次手术……这些都

是宫明智的“省钱”妙招，说到底还

是他一颗时刻以病人为先的医者

仁心。

曾有一位病人住院时想送红

包没送成，出院后专门写了“医德

为重”四个字亲自送了过来。宫明

智很高兴，还将它挂在了墙上最显

眼的位置，他说，这不但是他对自

己的要求，也是对后辈年轻医生的

期许。

在宫明智的办公室内，有两个

大书柜，里面全是一本本摆放整齐

的骨科专业书籍。这些书都是已故

的原骨科主任王集锷留下的，如今

成了创伤骨科的“图书馆”。“所有

人都可以借阅，经常有大夫遇到什

么难题了就会来找书翻翻。”冯美

玲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办公桌上放着一

本厚如字典的《实用骨科学》，尽管

是2012年新出版的书，但精装硬封

面都已经快要脱落了，中间的书页

也由于反复翻阅而泛黄发皱。“这

是老王主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种不断钻研学习精益求精的精

神也是我们科室同事们一直坚持

的。”宫明智说道。

在工作中向来倡导严谨认真

的宫明智，在科室同事眼中是个

很随和亲民的人。“每到过年过

节，宫主任总会在我们科室的微

信群里发一个大红包”，冯美玲说

宫明智对于患者及家属从来都是

和和气气，对待身边的同事学生

也照顾有加。近几年宫明智曾经

的一个学生小赵(化名)因留学国

外经济拮据，每隔一段时间宫明

智都会寄一些钱给他。但是为了

不让学生心理有负担，这笔钱每

次都是先给小赵的同学，再让同

学以其他名义转给小赵。至今，小

赵都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正在默

默资助着他的学业。

93岁骨折老人术后下地走路

治疗“80、90后”骨折他有一手

“你知道‘80后’、‘90后’吗？”

采访中，宫主任风趣地提出了这

两个词。作为用来形容当下年轻

人的网络词语，在骨科学科中代

表的却是年龄在80、90岁以上的

老年人。骨质疏松是老年人身上

的常见问题，它会导致人骨微结

构退变、骨量减少、骨的脆度增高

而强度下降，容易骨折。而八九十

岁的老年人骨折后的风险极高，

特别是髋关骨骨折，由于骨折后

老人需要长期卧床，极容易出现

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褥疮等

许多并发症，严重影响老年人的

寿命和生活质量。宫明智告诉记

者，有临床数据统计，其中三分之

一的老年人骨折后会在1年内死

亡，因此往往被称为“人生中的最

后一次骨折”。同时，人到老年往

往大病小病不断，身体也比较虚

弱，一场手术不但涉及骨科知识，

还涉及心脑血管、麻醉、老年医学

等。虽然是一个简单的骨折手术，

但手术中的风险仍然很高，为此

宫明智在每场手术前都要反复研

究病人情况，假设各种手术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高龄老人的手术

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出血，手术时

间要压缩到最短，同时还要有极

为仔细警醒的术中监护，以及手

术后专业周到的护理。

为了增加老年人骨折后的生

存几率，让老年人在骨折后能够尽

快恢复，过上正常的生活。宫明智

带领创伤骨科团队，以小切口微创

手术，获得极佳疗效。不但可以有

效控制手术中的出血量还能够缩

小术后的感染几率，使手术风险降

到最低。“其实在这种手术中，技术

再先进最终依靠的还是医生，这时

候拼的就是谁更仔细，谁的责任心

更强。”

今年春节，92岁高龄的鹿奶

奶不慎滑倒，造成髋关节骨折，急

需手术。但因为老人年龄太大，手

术风险极高，前后问了几家医院

都没能做成手术。后经人介绍，鹿

奶奶住进了山大二院创伤骨科。

由于属于超高龄老人，因此术前

宫明智对老人的身体情况进行充

分评估，并与心脑血管、老年医学

等科室联合会诊。经过一系列的

充分准备后，宫明智与科室同事

成功为鹿奶奶进行了髋关节置换

手术。精细稳妥的手术，帮助鹿奶

奶快速地恢复起来，如今出院回

家的老人已经能够在家人帮助下

下地走路。

宫明智主任介绍，医院创伤骨

科以治疗复杂骨伤、颈肩腰腿痛、

关节置换、骨肿瘤骨病、神经血管

损伤、手足外科等疾病为主，是山

东省骨科重点专科。在特色技术方

面，科室擅长如老年髋部骨折、胸

腰椎骨折、腕部骨折等在内的骨质

疏松骨折的微创治疗，在省内较早

开展髓内钉技术治疗四肢骨折，以

小切口微创手术，获得极佳疗效。

并在国内率先开展记忆合金治疗

骨折技术，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

此外，在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

椎体骨折成形以及髋膝关节炎、股

骨头坏死等的髋膝人工关节置换、

肢体延长以及关节创伤的关节镜

下修复等方面均处于省内领先水

平。

擅长追寻病情“蛛丝马迹”

每一台手术都力争设计最完美方案

“侦探”与“医生”看上去是风

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行业，但在宫明

智看来却有一个共同点：不放过任

何蛛丝马迹，从细微处发现真相。

宫明智的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在患

者群体中非常出名，经常会有许多

老患者介绍新患者前来就诊。但是

不管之前在多少地方就诊过，来到

山大二院创伤骨科还是要再进行

一遍细细的“人工”检查。身体状

况、疼痛感觉、病史……一切都要

从头开始被“盘问”一遍。

宫明智这样做并非多此一举，

因为他深知，病人真正的病因也许

就在这些仔细的问诊中被抽丝剥

茧般发现。去年，30岁的郑女士慕

名来找宫明智做腰椎突出手术，在

找到宫主任前她已经被长时间的

腰痛折磨得几乎无法劳动，在县级

医院拍片检查也发现是腰椎问题

比较严重。但是在检查的过程中，

宫明智却敏锐地发现了不对劲的

地方，经反复与病人交流、查看病

历，发现该患者曾说过自己的手不

时有麻木感，这引起了他对患者颈

椎状况的注意。

“按说患者非常年轻，颈椎不

应该有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对

她的颈椎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结

果出来了，患者颈椎处的问题远

远大于腰椎的问题，也是造成患

者疼痛的主要原因。“如果当初忽

视了这一点，致使患者颈椎问题

进一步恶化，将对患者的健康造

成巨大的损害。”

如今正在病床上修养康复的

李大爷直翘大拇哥，“要不是宫主

任仔细检查，我这股骨头坏死就

当椎间盘突出给治了。”当初李大

爷拿着拍过的片子、CT来找宫明

智的时候，是慕名希望宫主任给

他做个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没

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被发现，自

己股骨头坏死，真正需要治疗的

是髋关节而非腰椎。“幸亏是在早

期，如果病情再拖延三个月的话，

等病人股骨头彻底坏死，就必须

进行关节置换手术了，不但花钱

更多，病人也会更痛苦。”

全面的查体，不迷信影像学，

认真跟病人交流，这是宫明智自

己看病时的原则，也是他对科室

所有年轻医生的要求。“有些时候

医生不能只依靠现代技术的检

查，更要凭借自己的基本功修炼

一双‘火眼金睛’，从病人表现出

的症状中抓住病情的本质。”宫明

智说。

“即使再忙碌，宫主任仍会腾

出一大块时间来研究自己的每台

手术，有时候为了设计一台手术

方 案 ，宫 主 任 能 一 连 考 虑 好几

天。”山大二院创伤骨科科室秘书

冯美玲告诉记者，即使再小的手

术，宫明智也会将手术方案做到

尽可能地地完善。

“哪怕只是骨折也有很多问

题需要考虑，患者需不需要手术，

能使用石膏进行手法复位吗？是

使用钢板固定还是使用外固定

架？如果用钢板需要几个切口，是

切口在外还是切口在内？”宫明智

说，他有时候设计手术时不禁会

将自己代入患者家属的位置，“如

果这是你的家人，你还会选择给

他做手术吗。”这句话他常问自

己，在他看来一些过度医疗的情

况，在这些问题的提出中或许能

得到解决。

宫宫明明智智，，男男，，山山东东大大学学

第第二二医医院院创创伤伤骨骨科科主主任任医医

师师、、教教授授主主任任，，博博士士生生导导

师师。。11998888年年毕毕业业于于山山东东医医

科科大大学学医医学学系系，，11999933年年研研

究究 生生 毕毕 业业 获获 硕硕 士士 学学 位位 。。
22000022年年师师从从于于脊脊柱柱外外科科专专

家家张张佐佐伦伦教教授授攻攻读读博博士士，，
22000055年年获获骨骨科科博博士士学学位位。。
22000044年年开开始始招招收收硕硕士士研研究究

生生。。多多年年来来致致力力于于脊脊柱柱、、创创

伤伤等等疾疾病病的的研研究究，，尤尤其其擅擅

长长颈颈椎椎病病、、腰腰椎椎间间盘盘突突出出

症症、、脊脊柱柱骨骨折折截截瘫瘫等等疑疑难难

病病症症的的诊诊断断和和治治疗疗。。对对增增

生生性性骨骨关关节节炎炎的的发发病病原原因因

进进行行了了深深入入研研究究，，对对骨骨关关

节节炎炎、、骨骨质质疏疏松松症症、、股股骨骨头头

坏坏死死、、合合并并神神经经血血管管损损伤伤

的的复复杂杂骨骨折折等等病病症症有有丰丰富富

治治疗疗经经验验。。目目前前主主持持山山东东

省省自自然然科科学学基基金金、、省省科科技技

攻攻关关计计划划等等较较大大研研究究项项目目
33项项。。近近年年来来以以第第一一作作者者在在

《《中中华华创创伤伤杂杂志志》》、、《《中中华华老老

年年医医学学杂杂志志》》、、《《中中华华实实验验

外外科科杂杂志志》》等等国国家家级级核核心心

期期刊刊杂杂志志上上发发表表论论文文2200余余

篇篇，，主主编编著著作作33部部，，参参编编55

部部。。获获省省医医药药科科技技进进步步奖奖11

项项。。被被评评为为山山东东省省科科技技文文

化化卫卫生生三三下下乡乡先先进进个个人人，，

院院优优秀秀教教师师、、优优秀秀教教学学秘秘

书书、、优优秀秀共共产产党党员员。。

擅擅长长：：各各种种复复杂杂创创伤伤

救救治治经经验验丰丰富富；；常常见见骨骨折折

微微创创治治疗疗；；颈颈椎椎病病、、腰腰椎椎滑滑

脱脱、、腰腰椎椎间间盘盘突突出出症症、、椎椎管管

狭狭窄窄、、脊脊柱柱畸畸形形、、脊脊柱柱肿肿

瘤瘤、、脊脊柱柱骨骨折折脱脱位位的的诊诊断断

与与治治疗疗；；骨骨质质疏疏松松性性椎椎体体

骨骨折折的的微微创创治治疗疗。。对对脊脊柱柱

创创伤伤、、脊脊柱柱退退变变引引起起的的颈颈--

肩肩--背背痛痛、、腰腰腿腿痛痛亦亦有有独独到到

见见解解。。

医医院院创创伤伤骨骨科科以以治治疗疗

复复杂杂骨骨伤伤、、颈颈肩肩腰腰腿腿痛痛、、关关

节节置置换换、、骨骨肿肿瘤瘤骨骨病病、、神神经经

血血管管损损伤伤、、手手足足外外科科等等疾疾

病病为为主主，，是是山山东东省省骨骨科科重重

点点专专科科。。在在特特色色技技术术方方面面，，

科科室室擅擅长长如如老老年年髋髋部部骨骨

折折、、胸胸腰腰椎椎骨骨折折、、腕腕部部骨骨折折

等等在在内内的的骨骨质质疏疏松松骨骨折折的的

微微创创治治疗疗，，并并在在山山东东省省较较

早早开开展展髓髓内内钉钉技技术术治治疗疗四四

肢肢骨骨折折，，以以小小切切口口微微创创手手

术术，，获获得得极极佳佳疗疗效效。。并并在在国国

内内率率先先开开展展记记忆忆合合金金治治疗疗

骨骨折折技技术术，，大大大大缩缩短短了了手手

术术时时间间。。此此外外，，在在颈颈椎椎病病、、

腰腰椎椎间间盘盘突突出出症症、、椎椎体体骨骨

折折成成形形以以及及髋髋膝膝关关节节炎炎、、

股股骨骨头头坏坏死死等等的的髋髋膝膝人人工工

关关节节置置换换、、肢肢体体延延长长以以及及

关关节节创创伤伤的的关关节节镜镜下下修修复复

等等方方面面均均处处于于省省内内领领先先水水

平平。。

专专家家介介绍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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