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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专家 解心病

内外科联手，勇攀冠心病治疗高峰
——访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一病区主任陈红卫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荣文翰

冠心病是造成人类疾病死
亡的主因之一，由于疗效和并
发症等因素限制，迄今尚无特
殊方法根治。对此，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郑州七院）心外科
一病区主任陈红卫说，通过运
用内外科杂交技术治疗冠心
病，已被证明具有损伤小、安全
性高、恢复快等优势，成为微创
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方式之一。

今年64岁的孙大娘，患高
血压和糖尿病十多年，今年以来
稍微活动就感心前区不适，严重

限制老人的活动。
家属称，老人服用好
几种药物，早期还有
效，但后来难以见
效。到郑州七院心
外科一病区检查后，
发现冠状动脉多处

出现90%左右的狭窄。一病区
主任陈红卫和多学科专家反复
论证，决定内外科联手共同治
疗（即杂交技术）解决老人的病
痛。陈红卫在全麻下经左胸小
切口行冠脉旁路移植术，后经
内科介入支架治疗，解决了冠
状动脉狭窄的问题。目前孙大
娘已正常生活。

据了解，随着科技发展以
及心血管外科专家的努力，微
创治疗冠心病的梦想得以实
现。而在郑州七院心外科，陈
红卫和他的团队潜心钻研，反

复论证，将“分站式”复合技术
应用到冠状动脉多支病变的治
疗中。多年研究证明，这种外
科杂交手术，不仅具有切口小、
出血少、术后恢复快等特点，而
且在减轻病人痛苦和血管远期
通畅率等方面，均具有传统手
术不可比拟的优势。

“这一切成果，得益于微创
外科的发展。”陈红卫说，“杂交
技术采用的切口较小，避免了
体外循环，不需对主动脉进行
操作等优势；而从长远效果看，
冠心病治疗方法中动脉桥十年
通畅率高于冠脉支架，冠脉支
架10年通畅率高于静脉桥，该
技术采用了通畅率最高的内乳
动脉及其次的冠脉支架，能很
好地解决冠心病多支病变，可
使更多冠心病患者从中获益，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如何筛选继发性高血压
呢？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
科主任王浩说，高血压与身体
很多疾病密切相关，仅高血压
常规检查就包含血常规、尿常
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动态血
压等多项指标。其中，动态血
压（即血压24小时检测）是鉴
别患者是否为“白大衣高血
压”的重要手段，也是筛选继
发性高血压的重要手段。

高血压要终身服药吗？
王浩说，对于继发性高血压，
一旦病因去除，高血压有可能
完全治愈。因此，不少继发性

高血压有可能治愈，不需要终
身服用降压药。对于轻度高
血压，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通
过改变生活方式使血压恢复
正常。不过，90%以上的原发
性高血压病因不明，至今不能
根治，所以高血压一旦确诊并
需要服药，就得终身服药。

王浩强调，服用降压药
物，一定要在医生指导和监控
下进行，不可自作主张。此
外，平时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合理安排饮食、调整精
神状态。

线索提供 邢永田 王建明

□记者 林辉

核心提示 | 郑州26岁的黄先生体检时发现血压高，经常在
180/100毫米汞柱左右，但是没有出现头晕恶心四肢无力
等症状。在做了继发性高血压相关疾病筛查后，发现高血
压竟是源于肾上腺长了一个瘤子——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肾上腺腺瘤）。专家提醒，碰到血压升高时，不能把它当作
原发性高血压进行降压治疗了事，特别是一些年轻的高血
压患者更要注意排查。

“提及高血压，很多人就会
想到年老、作息不规律、生活节
奏过快、精神压力过大的人群，
以及饮食不合理、长期摄入高
脂高盐的人群，很少会注意到
由一个小小的肾上腺腺瘤引起
的继发性高血压。”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高血压门诊主
任刘敏说，其实，肾上腺腺瘤引
起的高血压甚至更加恐怖，更
加难以控制，通常血压都在三
级范围内波动，常规降压药对
它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刘敏介绍，继发性高血压
是病因明确的高血压，常见的
继发性高血压病因有肾实质
性、代谢综合征、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等，不常见的原因有嗜

铬细胞瘤、库兴氏病、甲状旁腺
功能亢进症、主动脉缩窄、颅内
肿瘤等。此外，由于精神心理
问题如焦虑症等引发的高血压
也常见到。

“继发性高血压患者发生
心血管病、脑卒中、肾功能不全
的危险性更高，而病因却常被
忽略导致延误诊断。”刘敏说，
继发性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
只占5%～10%；但近年来，在
30岁前和50岁以后继发性高
血压的发生率明显升高。因
此，青年发病的高血压，尤其是
顽固升高的血压有可能是继发
性高血压，患者最好能到有高
血压专科的医院进行治疗，以
免延误病情。

■ 血压高警惕继发性高血压

■ 动态血压是重要筛选手段

年轻人血压居高不下，需要排查病因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日常生活中，很多老人常
受便秘困扰。更严重的是，便
秘还是导致老人中风的一个直
接原因，很多脑血管病患者就
是突然在马桶上发病的。

“一般来讲，便秘可由胃肠
疾病、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引
起。”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辛克北说，老年性便
秘往往是因为年纪大，结肠收
缩力降低，很难产生便意，同时
粪便堆积于直肠，自己没力气
排出去的结果。

便秘对老年人的危害很严
重。据辛克北介绍，老年人多
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若
在排便时用力过猛，会使全身
肌肉紧张、血管收缩，导致血压
骤升或急性心肌梗死。同时，
由于排便时用力，患者胸腔和
腹腔的压力也会增大，致使血
液冲至颅内血管，造成颅内压
力剧增，导致脑血管破裂而发
生脑出血（出血性中风）。

“虽然在多数情况下，用药
物缓解便秘会有效，但一般不
主张首先选择药物，尤其是刺
激性的泻药。”辛克北解释说，
这是避免发生药物依赖，因为
停药之后便秘会更严重，不得
不长期使用药物，而长期使用
泻药对肝脏和肾脏的健康无疑
是有害的，所以日常生活的调
理才是首选方法。

辛克北建议，老人最好每
天早晨起床后在厕所蹲一会，
有意识培养按时排便的习惯，
有便意不可以忍便不排。此
外，要养成吃早餐、早晨饮水的
习惯，并适当进食杂粮，保持乐
观，多做散步、跑步、按摩腹部、
打太极拳等运动以加强胃肠运
动，易于排便。

便秘可成为
老人中风诱因

陈红卫 郑州市心血管
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心外科一病区主任，从
事心外科工作近 20 年，先
后在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
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
修。在心血管病诊断及外
科治疗、危重病人监护抢救
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尤其擅长冠脉搭桥、瓣膜成
形及置换、外科房颤射频消
融等手术，近年来在微创心
脏手术方面积极钻研，在我
省率先开展杂交技术在冠
心病中的应用，积累丰富的
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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