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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骨
伤诊疗中心脊柱外科专家团队为两名特殊类
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实施微创手术，解除
他们的疼痛困扰。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腰疼、腰酸、坐立不安等腰间盘突出
带来的困扰，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
和生活。腰椎间盘突出的典型症状是腰
痛，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初期症状并
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症状就会慢
慢显现出来，需要及时干预治疗。

两名患者因剧烈的腰腿痛来到海慈

医疗集团脊柱外科就诊，患者腰痛合并一
侧臀部及下肢严重疼痛、麻木，骨伤诊疗
中心脊柱外科主任杨希重结合影像学结
果，发现两人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而
且都是较为少见的严重类型。一名患者
巨大的腰椎间盘髓核脱出，脱出的髓核甚
至环绕了半个脊髓，一部分已经跑到了脊
髓的后方；而另一位患者比较特殊，是最
为少见的向上方脱出型，要去除这种脱出
的髓核，需要适度打磨部分骨质，手术难
度大，对手术技术要求更高。

据杨希重介绍，根据腰椎间盘突出的
严重程度，大致可以分为腰椎间盘的膨
出、突出以及脱出。团队根据两位患者的
病情进行三维建模，制定了周密手术计
划，通过UBE手术技术微创解除两位患
者的病痛。据了解，UBE技术又称单侧
双通道下脊柱内镜手术，优势在于创伤
小、出血少，仅需在手术区域建立各1厘
米左右的观察通道和工作通道，利用特殊
工具，即可在病变区域进行椎间盘摘除、
椎管扩大减压，与椎间孔镜等方式相比，

具有操作空间更大、患者恢复快、手术并
发症少等优势。

专家提醒，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在
日常生活中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弯腰，提
重物时应先蹲下再起身，避免高强度的
运动，防止腰部腿部受凉。除此之外，预
防腰椎间盘突出症，锻炼腰背肌的力量
很关键。除运动外，还应该合理安排饮
食，注意少食多餐，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及
豆类食品，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比如
牛奶、虾皮、海带等。 （韩 星）

运用UBE技术，实施微创手术

海慈集团“一人一策”精准治疗腰椎疾病
本报讯 日前，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

获批成为中国血液预警联盟成员单位，这
也是青岛市第二家加入该联盟的医疗机
构。加入该联盟，对提高医院输血不良反
应鉴别诊断、分类、分级、治疗及预防的能
力和水平，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保
障患者安全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输血是临床不可替代的治疗手段，
外伤出血危重病人、烧伤患者、血液病患
者、恶性肿瘤患者、慢性贫血等病人都需
要输血治疗。输血并不是只有利而没有
害，我们常用“双刃剑”来比喻输血的作
用，它一方面可发挥治疗作用，另一方面
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不良反应），如
过敏反应、发热反应。有些不良反应如
溶血性输血反应、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
主病等有可能是致命的。由于病毒感染
窗口期的存在，虽然无偿献血者捐献的

血液经过中心血站检测合格，但患者经
输血感染乙肝、丙肝、梅毒和 HIV等病毒
的风险依然存在。

据悉，中国血液预警联盟（Chinese
Haemovigilance Network,CHN）也称“输
血不良反应研究联盟”，是由中国医学科
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输血不良
反应发生机制与干预》协同创新团队发起
成立，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不良反应
重点实验室，联合采供血系统与医疗机构
共同组建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平台，旨在
建立国家输血不良反应预警系统。该联
盟以降低献血、输血不良反应为目的，从
提高血液安全和降低不合理用血出发，围
绕影响献血、输血安全的因素，开展基础、
临床和应用研究，为国家输血不良反应预
警系统建设提供科学支撑，建立献血、输
血安全保障体系。 （郭菁荔）

胶州中心医院获批
中国血液预警联盟成员单位

夜间大多只能浅眠2—3小时甚至
彻夜不眠，经常口服安眠药物导致效果

“打折”，长期睡眠不足濒临崩溃……这
些失眠者面临的困扰有望得到有效解
决。近日，青岛市中心医院麻醉治疗门
诊开展了麻醉睡眠平衡术，帮助顽固性
失眠、入睡困难者一夜安眠。据悉，目
前全国仅有不到10家医院开展麻醉睡
眠平衡术。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公布的调查
结 果 ，中 国 成 年 人 失 眠 发 生 率 为
38.2%，相当多的人有着治疗需求。麻
醉睡眠平衡术是通过麻醉技术，给失眠
患者打上一针，让患者美美地睡上一
觉。但这一技术并不只是暂时解决失

眠，青岛市中心医院麻醉与围手术期医
学科主任王寿世介绍，麻醉睡眠平衡术
能够在改善脑部血液循环的基础上，调
节人体的植物神经功能，诱导出自然的
睡眠状态，帮助患者恢复自然的睡眠周
期。简单来说，就是重新“教”给大脑睡
觉这个技能，并且使之长期保持。

治疗过程中，麻醉医师精确微量注
射给药，安全、有效，无依赖、耐药和记
忆力减退等副作用。“我们会在22:00到
次日6:00间对住院患者进行治疗，团队
全程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在患者神经兴
奋时为其注入能模仿生理睡眠的镇静
药物，来降低交感神经的张力，恢复睡
眠的节律。药物没有成瘾性，诱导睡眠

的特点跟生理睡眠特别接近，通常三到
五次为一个疗程。”王寿世说。

传统药物治疗失眠的效果立竿见
影，但安眠药主要是以苯尔氮卓类为
主，这类药物长期服用就会产生耐药性
和戒断反应。王寿世说，以“星状神经
节阻滞+麻醉睡眠平衡术”为核心的麻
醉失眠疗法，可以帮助睡眠障碍尤其是
被顽固性失眠困扰、口服药物效果不佳
或有药物依赖的患者重获安眠。

据悉，市中心医院麻醉治疗门诊
每个月会接诊几十名前来咨询麻醉
睡眠平衡术的患者。王寿世提醒，进
行麻醉睡眠平衡术的患者需满足以
下条件：入院前均按照“中国失眠定

义、诊断及药物治疗共识”进行常规
治疗，治疗药物超过 2 类，治疗时间 3
个月，治疗效果差或无效；入院前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大于9分，诊断为
慢性顽固性原发性失眠症患者，年龄
18—60 周岁，符合美国精神学会制定
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
IV)》关于慢性顽固性原发性失眠症的
诊断标准及排除标准；在用麻醉睡眠平
衡术治疗期间，患者还要配合健康的生
活方式以及保证饮食均衡。

失眠还要从源头治疗。王寿世介
绍，麻醉医生会与失眠患者充分沟通
后，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治疗
方案，并给予详尽的生活指导。

麻醉睡眠平衡术“教”大脑学会睡觉
市中心医院开展先进疗法，全国不到10家医院可实施该技术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郭菁荔

本报讯 日前，青岛市红十字会、崂山
区红十字会联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为青
岛市第 150例、崂山区第 16例、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第 2 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加油助威。截至目前，青岛共有
4.14 万名志愿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今年捐献数量比去年同期增
长85%，志愿者数量和实现捐献数量均居
全省首位、全国同类城市前列，青岛也成
为山东省首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 100
例的城市。

我市第 150 例捐献者祝顺东是青大
附院信息管理部的工作人员，捐献造血干
细胞于他而言，是一种实现自己夙愿的方
式。承担祝顺东干细胞捐献采集任务的

青大附院血液内科，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指定的采集单位。今年，青大
附院获批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备案采
集医院资质，已成功完成6例捐献者的采
集任务。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采集方式是从外
周血中采集造血干细胞，是一种安全、科
学的方法，无损捐献者的个人健康，对女
性捐献者备孕产子没有负面影响。目前，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入库志
愿者311万余人，已有13856人成功捐献，
用他们的热血挽救了白血病患者们的生
命。据悉，全国还有 10 万余名白血病患
者正在等待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不断加
入将为他们带去生的希望。（郭菁荔）

4.14万名青岛志愿者加入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今年捐献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5%

十一黄金周 到崂山 看海景 淘好房
10月1日青岛日报自驾看房团将走进海信·璞悦与海信依云小镇·格林项目 参与有礼 快来报名

楼盘访问量明显上升

本报楼市观察员分析，9月15日青岛限
购政策松绑的成交效应没有即刻凸显，但
主城区内的李沧、崂山两区楼盘访问量明
显上升，尤其是东李、张村河两个改善性住
房的片区，在新政的作用下，热度再次攀
升。张村河片区的大云谷金茂府项目置业
顾问介绍，取消崂山区限购后，带看人数比
之前确实多了不少，以前一天接待2-3组客
户，现在一天接待量翻了两三翻。

位于崂山区的张村河板块，以“水脉智
城”为定位，规划打造崂山区国际人才社
区、国际化品质新城形象集中展示区。自
今年2月青岛市三年攻坚大会召开，作为重
点改造片区的张村河更是备受关注。而在
半年多的时间里，整个片区也向市场展示
了惊人的更新建设速度。

锐理数据山东区域总经理刘元婧分
析，未来张村河板块的发展带来的土地释
放将重构青岛主城区空间，成为继麦岛、金
家岭之后的下一个高端片区。一方面，眼
下“后房地产时代”的推进，无疑会促进大
批刚需购房者在崂山区改善换房的需求增
长，张村河板块在地理位置上做到了浮山
后与东李板块的有效衔接，将承接在此板
块之间注重环境改善以及看重区域升值潜
力的品质改善客户；另一方面，板块向南是
金家岭金融商务区，向北是株洲路产业新

区，未来高精尖的产城融合新区将引入大
量人口，且不乏高端购买力。届时将带动
区域价值进一步提升。

精选崂山区两大楼盘

我市楼盘上新迭代不断，但楼盘质量参
差不齐，具体如何选择？这就需要专业平台
提供“参考”。依托于青岛日报权威媒体平
台，青岛日报自驾看房活动由青岛日报专为
岛城中高端置业人群打造，以自驾看房为定
位，本着帮市民找好房的服务理念，以用户
体验为中心，根据市场需求精心挑选优质项
目并规划自驾看房线路，让广大市民看房更
舒心，买房更省心、置业更放心。

经过层层筛选，国庆当天，青岛日报自
驾看房团将走进崂山区高品质楼盘——海
信·璞悦与海信依云小镇·格林。

第一站：海信·璞悦

海信·璞悦占位崂山区深圳路与株洲
路两条发展主轴——张村河两岸板块。作
为璞湾系代表之作，项目以山水为题，强调
人与环境的紧密融合，最大限度利用和发
挥环境资源优势，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的公
园式住区。

项目距离地铁 2号线约 400米，周边近
享实验小学、崂山育才分校、东韩小学、万
象汇、宜家、金狮广场等多维配套；包含建
筑面积在118-175平方米的三室双厅双卫、

四室双厅双卫等多个户型。
依托自然臻境构筑一轴一环五园公园

式园林，集合社区大堂、全龄科技主题儿童
空间、邻里客厅、健身空间等多功能园林氛
围，搭建约600平方米阳光草坪、约500m悦
动跑道……让生活无限贴近自然。

智居宽宅是项目特色，海信·璞悦作为
海信璞湾系的代表之作，是海信地产首个
全面智能化社区，实现AI守护系统、智慧通
行系统、全屋智慧家居系统、社区高速网络
覆盖四大体系。创新生活方式，以海信匠
心，变革人居生活品质。

第二站：海信依云小镇·格林

海信依云小镇·格林位于崂山区四姜
一湾片区，石老人观光园旁，该片区拥有优
质的海景、山景资源，又能充分享受城市生
活的完善配套，有“第二八大关”之称。

该项目建筑密度不到15%，最大限度的
保证了项目景观绿化，项目均价3.7万元/平
方米，建筑面积在109-175平方米。

项目的特色是中式典雅风格，内部具
备六大景观主题，三大功能空间，亲子采摘
园与科学探索中心满足亲子活动，并配备
活动会所。外部东接国家 5A 级崂山风景
区、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青岛啤酒五厂、
木栈道海边漫步道。西邻石老人旅游度假
区、石老人高尔夫俱乐部、麒麟大酒店、啤
酒城、青岛大剧院、现代艺术中心、金石博
物馆。 王圣洁

看房时间：10月1日（周六）9:30-12:00
报名时间：9月28日（周三）10:00-17:00

（提前、逾期报名均无效，名满自动截止）报
名提交后，经工作人员遴选后将于9月30日

（周五）12:00 前电话通知，未收到电话通知
者，则没有报名成功。

报名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进群报名。

特别说明：
1、本次报名设置名额限制，报名成功者

以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为准，按时间到达报
编号，过期无效。

2、报名年龄：年龄不超过70周岁，在此
范围外报名无效。

3、本次活动为自愿参与，主办方不对本
次自驾人身安全做出承诺，请参与者妥善
保管财物及出行安全。

4、本次活动以零散自驾形式参加，入场
时应主动出示健康码，不出示健康码或显
示异常者禁止入场。

5、本次活动必须三证统一（身份证、驾
驶证、行驶证为本人），三证不统一者禁止
领取礼品！

9 月 16 日，青岛 2022 年第三批集中土拍落下帷
幕。据统计，2022 年三批次青岛土地出让 33 宗，市
北、李沧 3 宗地块流拍（捷能地块、李沧碱厂片区 2
宗），最终成交30宗，总占地面积91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211万平方米，其中出让面积200万平方米，成
交总价 164.45亿元，成交楼面均价 8231元／平方米。
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此次土拍再次释放大量土地资
源，其中不乏市南沿海一线优质海景地块，以及辽阳
路成熟板块等。

第三次土拍出让的33宗地块，其中主城区共推地
14宗，占比42.4％，西海岸共推地12宗，城阳区、高新区、
崂山区分别推地5宗、1宗、1宗。9月15日率先开始的是
市南、市北、李沧共14宗地的拍卖。11宗毫无悬念的底
价成交，而捷能中泰地块和碱厂共计3宗地流拍。

市南区 2宗商住地位于沿海一线地段，位置优越
且稀缺，最终均底价成交。其中，南京路1号地块占地
面积 9576.6 平方米，总建面 89062.38 平方米，被青岛
海诺建融置业有限公司成功竞得，成交楼面价 12665
元／平方米，总价 11.28 亿元。香港西路 52 号、52 号
甲地块为原招商局地块，占地面积 9134.3 平方米，总
建面50238.65平方米，起始楼面价15190元／平方米，
被青岛海山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竞得。

而市北区4宗地块中，原百安居人才公寓地块位于
辽阳西路以北、辽源路以南、福州北路以西，占地面积
37043.7平方米，规划建面15.14万平方米，起始楼面价
为10714元／平方米，起拍总价16.22亿元，被青岛市北
城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底价竞得。抚顺路地块被青岛
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岛市北城发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联合竞得，成交楼面价9820元／平方米。长沙
路116号水清沟改造地块被青岛青实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青岛环海湾明德置业有限公司、青岛风貌保护街区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青岛环海湾城市更新改造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竞得，成交楼面价11000元／平方米。流拍
的捷能地块，早在第二次土拍时遭遇过流拍，如今挂牌
价下调，但依然无法摆脱无人出价的命运。

李沧区此次共出让 8 宗地，最终 6 宗底价成交、2
宗地流拍。其中，颇受关注的北方汽车交易市场地块
被青岛四维置业有限公司竞得，成交楼面价9285元／
平方米。老鸦岭地块位于枣山路以南、老鸦岭水库以
西、青山路以北，被青岛中青天一置业有限公司竞得，
成交楼面价 10500 元／平方米。世园会旁 4 宗地中，
金茂＆城通世园获得世园会西片区3宗地，总占地面
积 106398.9 平方米，规划总建面 208896.1 平方米，成
交楼面价同为12000元／平方米；LC0604－03地块由
和达竞得，成交楼面价12000元／平方米。此外，碱厂
片区2宗地因无人出价而流拍。 宗 和

近期，在青岛楼市利好政策

频出的刺激下，市场开始回温。

根据青岛网上房地产数据统计，

上周（9月19日-9月25日），青岛

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1815 套，环比

增 加 78.82% ，比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0.55%；成交面积约 22.76 万平方

米，环比增加 74.94%，同比减少

4.61%。

我市第三次集中
土拍成交30宗地块

成交楼面均价8231元／平方米

■海信·璞悦效果图 ■海信依云小镇·格林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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