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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冬天，寒风呼啸，吃上热
气蒸腾的火锅，好不痛快！问
题来了，糖尿病患者该不该拒
绝这美味呢？吃火锅又应该
注意什么呢？听听郑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徐
磊的建议吧。

清汤锅底是首选 对糖友
而言，清汤锅底是首选。不
过，即便是菌汤火锅，随着火
锅煮的时间长，汤里的亚硝酸
盐含量逐渐增加，脂类食材中
溶出的脂肪、钠的含量也会增
加，汤里还会溶解嘌呤等有害
物质，所以要是喝汤的话，在
涮锅开始时喝是最放心的。

控制涮煮时间 绿叶类蔬
菜尽量不要长时间煮，时间过
长会造成营养物质流失，也会
失去鲜嫩的口感。肉类一定
要煮透，如果煮不透，其中的
细菌、寄生虫可能未被完全杀
死，易导致肠胃疾病。

食材挑选有讲究 和日常
饮食一样，做到种类多样，多

素少肉，菌类薯类都应该有。
要注意肉类的摄入量，尤其是
肉丸类的半成品，不宜多吃。
可根据自己口味选择几种肉、
蔬菜混着做，更加营养健康。

薯类食物可以作为主食，
包括红薯、土豆、芋头等食物。

醋可以抑制胃排空，延缓
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辅助
降低血糖。所以，糖友吃火锅
拌调料时，放些醋，对控制血
糖有一定的作用。

别用火锅汤煮面 很多人
喜欢吃完火锅后再吃点面，还
有一些人觉得一锅汤倒掉可
惜，会把汤底放到下一餐用来
煮面，这都是不健康的做法。

肥牛、羊肉、猪肉等脂肪
含量较高，会让汤底的脂肪含
量增加；这时蔬菜中溶出的亚
硝酸盐含量也较高，汤中还会
含有嘌呤等成分，而面条在加
热过程中会膨胀而吸附汤中
的有毒物质，因此久煮的火锅
汤最好不要饮用也不要用来
煮面。

线索提供 朱凯军 陈燕

腰椎管这样的交通要道发
生了“拥堵”，单借助内科保守治
疗，效果十分有限。然而，开放
手术往往因为中老年患者身体
不能耐受而不能接受。近几年，
随着微创技术在脊柱外科中的
蓬勃发展，伤口小恢复快的脊柱
内镜微创治疗已开始逐步取代
部分传统的脊柱开放式手术。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专注于脊柱的微创治
疗，通过近万例的腰椎微创病
例，在微创治疗脊柱疾病的领域
进行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先后开展了脊柱内窥镜轩辕系
统前路、Delta系统后路治疗颈

椎病，尤其是脊柱内镜下治疗胸
椎管狭窄更是填补了国内空白，
为广大脊柱病患者解除了病
痛。在国内、省内积极推动脊柱
微创事业的发展，每月招收来自
全国各地20余家医院的医生来
进修学习微创技术；对省内18个
地级市110余县区医院逐一召开
椎间孔镜实用技术论坛；建立了
覆盖河南、安徽、山西、广西、甘
肃等几十家医院的椎间盘专科
联盟，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在学术方面，周红刚主任及
其团队经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
进行学术会议交流和手术直播，
甚至有国外专家前来交流经验。

近几年来也承办过多场大
型学术会议，把省内的脊柱微创
事业推至高峰。2015年承办了
全国脊柱微创新技术研讨会暨
中原第三届脊柱内镜学术大会，
2016年承办的全国脊柱微创高
峰论坛均在业界获得一致好评，
同时2017年 12月 22日~23日
承办的第二届十省市微创脊柱
联会工作已经全面开展。

为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每周
四下午3点在东院区13楼病房
都会有来自全国20余家医院的
40多位脊柱专家专门针对脊柱
复杂疑难病例进行会诊，共同为
患者量身定制最佳治疗方案。

即便风险相对较小的手术，
在面对高龄化、身体状况较差的
患者时，同样是高危手术。因
此，TAVI手术的开展，需要一支
由心内科、心外科、影像科、麻醉
科等医师共同组成的多学科心
脏团队，且对团队的临床经验、
技术能力、整体配合等要求严
苛。

高难度的手术，加上高标准
的要求，使得国内只有阜外、复

旦、华西、浙大二院等少数医院
才可开展此项手术。据介绍，
TAVI手术主要适于高龄、心肺
功能低下和风险评估较高的瓣
膜病患者。

袁义强博士说，作为中部地
区的国家三甲心血管专科医院，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有义务，也
有责任将国际、国内最前沿的术
式引入我省，为中原地区的老百
姓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

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高龄重症瓣膜患者的希望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创新性技术为患者带来福音

核心提示丨近年，我国瓣膜性心脏病，特别是老年主动脉瓣狭窄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对
于这种疾病，以往的常规治疗方式是开胸手术置换瓣膜。而很多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上，有些人
由于无法承受手术风险以及巨大的手术痛苦，可能就此无法接受常规手术治疗。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突破常规，实施了我省第一例经导管主动脉瓣
植入术（TAVI手术）。随后，又有多名老年患者接受该手术，使得很多原本放弃治疗的老人，重新
燃起了生的希望。 □记者 魏浩 实习生 雷锦雯 文图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发
展趋势，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
变，尤其是主动脉瓣狭窄越来越
常见。对严重主动脉瓣狭窄患
者，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曾是唯
一可以延长生命的治疗手段。”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
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袁义强博士
说，中国有众多的瓣膜病患者，

每年瓣膜手术20多万例，数量占
成人心脏手术的第一位。

但在临床上，30%~60%的
患者因为高龄、体质弱、病变重
或合并其他疾病，而无法接受手
术治疗，在一两年的生存期内，
忍受痛苦，且面临猝死的危险。

不仅在国内，即便是发达国
家的统计也表明，约1/3的重度

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因为手术风
险高或有禁忌证，而无法接受传
统的外科开胸手术。

但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
展，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TAVI）开始应用到临床上。而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就是国内
为数不多开展该技术的医院之
一。

今年80多岁的杨老先生，由
于两年前出现无明显诱因的胸
闷气短、心前区不适，且经常憋
闷得大汗不止。在当地医院检
查后，显示老人的主动脉瓣重度
狭窄。住院一段症状有所缓解，
但出院之后，胸闷气喘的症状仍
不时发作。经人推荐，家人带他
来到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

经进一步的问诊和检查发
现，老人已有6年持续性心房颤
动病史，但一直没有规范治疗；
而慢阻肺的病史更是长达20多
年，其间也曾多次住院治疗；心

脏彩超显示老人主动脉瓣钙化
重度狭窄，并轻度关闭不全。

该院心外科评估后认为，由
于高龄及其他相关问题，患者采
用外科手术风险太高，而通过药
物治疗，又无法解决患者的病
痛。“鉴于患者病情复杂，进行外
科开胸换瓣手术的风险极高，除
了TAVI别无选择。”袁义强博士
说，即便是进行TAVI手术，风险
也是极高的。

随后，在袁义强博士组织
下，该院心血管内外科、麻醉科、
CT室、重症监护室、超声科等反

复讨论，最终确定该患者符合经
皮主动脉瓣植入术的适应证。

10月27日，由袁义强博士
带领的手术团队，成功为老人实
施了经静脉临时起搏器置入术、
股动脉造影术+主动脉造影术、
左心室造影术、主动脉瓣球囊扩
张成形术（经皮）、经皮主动脉瓣
植入术。术后患者很快清醒，恢
复良好，目前已经痊愈出院。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心血管
病医院已经为多名老年患者成
功实施TAVI手术，填补了省内
瓣膜病介入治疗的空白。

以往对于主动脉瓣狭窄患
者，通常采用心脏外科手术进行
治疗，但对于一些高龄重症患
者，由于开胸手术创伤大、恢复
慢，并不适宜采用。袁义强博士
介绍说，近段时间接受手术的几
名老人，都是心肺功能特别差、
不能接受外科手术的严重瓣膜
病患者。“TAVI手术，是他们最
后的希望。”不但减轻了因传统
外科开胸给患者带来的身心痛
苦，也给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
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袁义强

博士说，TAVI手术不需开胸，
也不需要在心脏打孔，仅需穿刺
血管即可完成主动脉瓣膜置换，
不对心脏进行手术开刀操作，创
伤小、恢复快。一般只需1小时
就能完成，患者术后两天能下床
活动，三五天就可以正常活动。

而对于置换的瓣膜材质，袁
义强博士说，植入的瓣膜是生物
瓣膜，通过技术手段放入后是非
常牢固的，不用担心会移动的问
题。不仅如此，术后患者也无需
长期服用抗排斥药。

30%~60%瓣膜病患者无法接受传统手术

八旬老人成功接受我省首例TAVI手术

给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及时更新国际前沿技术，为中原心血管病患解忧

腰椎管拥堵，只能疏通
核心提示 | 随着人体腰椎的退行性改变，腰椎管难免会发生

“交通堵塞”，导致神经和血管受到压迫，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腿疼、
腿麻、无力、走不远等问题。不过，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
中心主任周红刚表示，发生在人体腰椎管狭窄的“交通拥堵”，只有
疏通才能解决问题。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腰椎管狭窄分为先天性和
继发性两种。”周红刚主任说，最
常见的就是继发性腰椎管狭窄，
原因有腰椎退变、腰椎间盘突
出、黄韧带肥厚、小关节增生、脊
柱滑脱（峡部裂）、脊柱侧弯畸
形、椎体压缩性骨折等。其中，
腰椎退变占中老年人腰椎管狭
窄症的绝大多数。

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的典
型表现是患者行走后（通常为数
百米，严重时可为数十米），出现
一侧或双侧腰酸、腰痛、臀部疼、

下肢疼痛、酸胀、麻木、无力，如
同灌铅一样，以至难以继续行走
（有患者常常会说一走路腿就困
得不行）；但蹲下或坐下休息片
刻，症状即可缓解或消失，患者
继续行走，上述症状又会出现。

周红刚主任说，同样是退变
性腰椎管狭窄症，又可根据部位
分为不同类型：

1.L1-3神经根管狭窄可出
现大腿前内侧和小腿前内侧疼
痛或麻木。患者多出现小腿、足
背、足底疼痛，亦可感下肢麻

木。活动后疼痛、麻木、无力症
状可因休息、下蹲而缓解，再度
活动又复出现，称为间歇性跛
行。不过，患者可以骑车，不会
引发不适。

2.中央型椎管狭窄可为腰骶
疼痛、双下肢疼痛、麻木、会阴麻
胀感，排尿费力。患者为缓解疼痛
常前屈位行走，称为姿势性跛行。

3.另一部分患者表现为活动
中肌肉痉挛性疼痛，多为小腿前
外侧肌肉，而不因体位姿势改变
有所缓解，称为缺血性跛行。

腰椎退变占中老年人腰椎管狭窄症的绝大多数

微创治疗疏通可解决问题

不让血糖坐“过山车”
冬天这样吃火锅

手术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