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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健康

若您有“心”事，可拨打电话
0371-67967616咨询

李凌谈 一个“感冒”花掉上万元
专家
介绍

李凌 国家二级教
授，主任医师，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
管内科主任，博士、硕

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病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心
血管病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心脏
康复学组副组长、第十届中国医
师协会心血管分会常务委员，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血管循证与
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控制吸烟协会心血管疾病防治控
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河南省分会副主任委员。
曾获“河南省第三届优秀医师”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中
原健康好卫士”“全国医德标兵”。

擅长诊治冠心病心绞痛、心
肌梗死、心律失常、各种类型的休
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急性肺
栓塞、心力衰竭、高血压病、心肌
病、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先
心病等。

对于成人来说，一旦感冒，
多喝水，休息好，靠自身的抗病
能力可自愈。但是，近日，我们
科室收治了一名25岁左右的小
伙子，痊愈出院时花掉了上万
元，而这一切都源于一次普通
的病毒性感冒。

这名小伙子是因为胸痛来
我院急诊科就诊的。急诊科做
的心电图结果提示“下壁导联
ST段明显抬高”，急诊抽血结果
提示“心肌损伤标记物显著升
高”。

我们科室值班医生立即询
问病史，小伙子自述阵发性的
心前区疼痛4个小时，休息后可
以缓解，运动后会加重，患者没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但是
有 10 余年的吸烟及酗酒史，平
均每天约两盒烟，每天约半斤
白酒。

值班医生结合小伙子的症
状、心电图检查、化验结果及不
良嗜好，疑诊为“急性下壁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在家属

积极配合下，小伙子同意住院
检查及治疗，我们立即联系急
诊介入室及介入手术医生，在
最短的时间行冠状动脉造影检
查，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冠状动
脉内膜光滑，未见明显狭窄病
变，排除了急性心肌梗死诊断。

待小伙子结束手术安全返
回病房后，将家属支走，我们再
一次详细追问他本人发病情
况。

小伙子承认 1 周前患有病
毒性感冒，至今未完全治愈，感
冒期间瞒着家人继续工作及应
酬，继续吸烟、酗酒及大量运
动，感冒期间间断出现心慌、胸
闷、胸痛不适，因家人在场所以
刻意隐瞒了部分病史。

通过详细的询问病史，我
们高度怀疑“病毒性心肌炎”，
于是围绕病毒性心肌炎诊断进
行了相关的检查，检查结果提
示：患者淋巴细胞升高、心肌酶
持续升高、病毒抗体阳性、心脏
彩超示心脏损伤、心脏MRI提

示心肌细胞水肿、心肌炎。
至此，小伙子“病毒性心肌

炎”诊断明确。经过积极的抗
病毒及营养心肌等对症治疗，
小伙子症状明显缓解，病毒转
阴，心肌酶正常，心功能正常，
最后康复出院。

“病毒性心肌炎”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不会陌生，但到底什
么是病毒性心肌炎呢？简单来
说，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
局限性或者弥漫性的急慢性炎
症改变，属于感染性心肌疾病。

有调查显示，流行性感冒
时期约5%的感染者会发生心肌
炎，大多数患者经适当治疗后
痊愈，极少数患者在急性期因
严重心律失常、急性心力衰竭
和心源性休克死亡。部分患者
可演变为扩张型心肌病。

很多人会认为，一个感冒
花费上万元“太奢侈”。其实，
仔细想想，一个普通的感冒，一
个几乎人人都得过的病，如果
能够注意休息，多喝水，避免吸

烟、酗酒，病程7天大部分就会
痊愈，也不至于花掉上万元才
可治愈。

从这名小伙子的就诊经
历，我希望广大读者能从中受
到 教 育 ：life is fragile take
good care of it（生命是易碎
的，请爱护好它）。感冒乃百病
之源，一定不要在感冒后饮酒
或者剧烈运动，如果感冒后出
现胸闷，气喘，胸痛症状，警惕
患上病毒性心肌炎，及时到医
院救治。拥有一个健康的心
脏，才可以拥抱更好的明天。

早在几年前，一些医疗人士看
到，由于专业划分精细，各级医师难
免会有专业盲区，而这不利于提高
临床疗效，也不利于医院整体实力
的提高，使很多慢病治疗陷入僵局，
也使医疗费用直线上升。

作为一名三甲医院的“掌门
人”，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顾建钦每
天都很关注医学的最新进展，这种
进展包括医疗技术，也包括医学理
念。

顾建钦说，整合医学一词最早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提出，这
个理论的核心是，医学专科化做到
一定程度就需要整合起来，形成以
人体整体思维的新医学知识体系。

“整合医学与专科化并不矛盾，
专科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但最终
还得回归整体。医学是为病人治
疗，而不是只治病灶。医学要把所
有与人相关的知识整合到一起，根
据人体的本质和人的本性而取舍，
才能从极其复杂的问题中找到适合
人类健康的正确答案。”樊代明院

士说。
顾建钦说，整

合医学这个理
论包含有丰富
的内涵。目
前的他，正在
努力学习这
个理论并正思

考在今后的工
作中如何找到更

好的切入点。

不过，走访中，记者发现，虽然整合
医学这个概念是最新提出的，但在临床
中，一些医院在科室或医院建设时已经
融进了这种理念。

“现在看来，我们的院中院——省
立眼科医院当初成立时，就融进了这种
理念。”顾建钦说，省立眼科医院在设置
专业时，把所有和视觉相关的学科整合
联动，这样就提升了现有医疗技术设备
和服务的诊疗价值，最大限度地避免漏
诊、误诊。

顾建钦介绍，在所有去眼科就诊的
患者中，真正由眼部组织异常引起的眼
病只占20%，剩下的80%其实是由身
体其他原因造成的，如果这时医生只关
注眼部疾病，治疗结果可能南辕北辙。

“比如，视力障碍患者常常还伴随
有其他肢体症状，如肢体麻木、无力等，
但病人常常把眼部症状作为主诉，忽视
其他症状。如果首诊医生知识不全面，
就会误诊、漏诊，延误治疗。”顾建钦说。

樊代明也提出，整合医学就是要还
器官为患者，还症状为疾病，从检验到
临床，从药师到医师，身心并重、医护并
重、中西医并重、防治并重，是在现有方
法或内容基础上的医学知识整体化、系
统化。

“医学发展的轨迹离不开‘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医学从最初的
单一形态，后来逐渐划分出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部分，到今天呈
现出众多细分学科，在助力医生更加专

业化的同时，也带来各种问题。”樊代明
谈道，当前医学知识碎片化，专科过于
细分，医生的知识面很局限，有时只知
病灶而不能从整体上给患者做出诊断。

不过，樊代明也指出，整合医学是
一种方法学，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不能
一蹴而就。“主要是把现有已知的碎片
化医学知识整合起来，提取合理的部
分，形成新的医学体系。”他谈道，通过
这种方法学提高医学水平，减少患者痛
苦，降低他们的费用，促进医学发展。

“这一段时间，我正在学习西京消
化病医院的管理，准备逐步应用到我们
的眼科医院上，争取让眼科医院成为河
南省在整合医学方面的一个先行者和
领跑者。”顾建钦说。

在顾建钦看来，整合医学这一理论
的出现有很复杂的医学背景，为了便于
记者理解，他做了一个形象比喻，“整合
医学就是把烩菜变成精品菜。”

“首先，用樊院士的话来讲，医学和
科学是两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讲，医学
不是科学，因为科学是一定发生的，有
必然性，而医学则有偶然性。”随后，他
举了个例子，比如某种疾病，按照一定
的发展规律来看，它最后一定会达到某
种状态，但现实往往不是，“两个人同时
患的是一种疾病，但这个人痊愈了，另
外一个人则没有。”

“个体不能代替群体，体外不能完
全反映体内等都说明了医学的复杂

性。”他说，同一种疾病会表现得五花八
门，一个患者自诉腿疼，但往往这并不
代表他的腿一定有毛病，可能是身体的
其他器官出了问题。

人体的复杂性也导致了医学的复
杂性。

“比如，人体的肠道菌群也是一个
十分庞杂的系统，不同的生活习惯，肠
道内的环境也不一样。”他说，最新的研
究进展表明，结构异常的肠道菌群很可
能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中
风等因饮食结构不当造成的代谢性疾
病的直接诱因。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了解肠道内的
微生物情况，2007年底，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NIH）宣布投入1.15亿美元正
式启动酝酿了两年之久的“人类微生物
组计划”，目标是通过绘制人体不同器
官中微生物元基因组图谱，解析微生物
菌群结构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中国作为此项计划的参与者一直
积极推动此项计划的初期研究工作，其
中包括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主导的，2007年
初启动的中国—法国人体肠道元基因
组科研合作计划。

顾建钦透露，就在前一段时间，作
为河南省唯一一所医院，省人民医院也
加入到了这个计划中。

河南医院试水
□记者 李晓敏

2016年，“整合医学”是一个热词。这一年内，多场学术论坛，众多专家聚首，大家从各个层面讨论学习它的“前世今生”。
那么，整合医学究竟是什么？在河南，有没有先行的探索者？
昨天，记者了解到，在河南省，其实有一些医院已经开始探索。

以人整体来思考，
医疗重归“以人为本” 整合医学就是把“烩菜”变成“精品菜”

省立眼科医院成为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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