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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专家解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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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生说，由于瓣膜置换术
后患者需长期服用抗凝药，还需
提防出血和栓塞的风险，生活质
量差。所以，患者瓣膜有修复机
会的，医生会尽可能修复；对心
脏瓣膜损害严重、无法修复的患
者，瓣膜置换也是最好的选择。

据了解，老年人心脏瓣膜病
变多为瓣膜退行性病变，早期没
有明显症状，随着瓣膜狭窄或关
闭不全逐渐加重，可出现胸闷、

憋气、下肢水肿等表现，也有患
者会出现心衰、心律失常、晕厥
甚至猝死。

针对易被忽视的问题，张润
生给出三点建议：每年进行一次
心脏超声检查；一旦确诊或出现
胸闷、憋气等症状，要及早就医；
存在手术指征时要尽早手术，否
则病情迁延，延误手术时机，可
能造成肝肾功能不全、心肺功能
不佳等不适合手术治疗的情况。

任何疾病都是早发现早治
疗，效果更好，颈椎病、胸椎疾病
也不例外。胸椎管狭窄症等胸
椎疾病保守治疗往往效果不佳，
传统的手术治疗，风险高，易引发
瘫痪，手术创伤较大，出血较多。

对一般的颈椎病，注意生活
方式，推拿、理疗等保守治疗部
分患者可以改善。但仍有部分

患者不能改善，比如脊髓型颈椎
病患者。由于颈椎病变压迫到
脊髓，所以，脊髓型颈椎病患者
在接受治疗前，对保守治疗方法
要慎重选择，特别是合并椎管狭
窄的患者，不可以随便按摩和牵
引。因为按摩和牵引时，都有可
能改变椎管和脊髓间的位置关
系，造成脊髓压迫加重，导致神

经症状加重，甚至出现瘫痪。
出现这些问题，如何才能以

最好的办法解除痛苦？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20多年来始终秉承
“竭镜所能，无微不治”的理念，
坚持走微创路线为更多脊柱患
者排忧解难，开展上万例微创脊
柱内镜技术。其中，该中心开展

的局麻下脊柱内镜治疗胸椎管
狭窄症，微创宽通道后路治疗颈
椎病更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这
些微创治疗采用局部麻醉，风险
小，出血少，创伤小，恢复快，次
日即可下床活动，在脊柱微创领
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经常受
邀参加国内外学术讲座，且常被
国内知名医院邀请会诊手术。

腿脚麻木无力抓地不牢，走路像踩棉花？

当心，颈椎、胸椎可能出问题
核心提示 | 最近一个多月，陈大妈觉得腿脚越来越不方便，走路总觉得没力气。她自以为

是人老了关节不活络了，但症状渐渐加重，脚踩棉花感，行走需要拄拐杖，家里人带她到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检查后，被告知是脊髓型颈椎病。陈大妈很不理解，她脖子一点也
不疼啊？其实，四肢发麻、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老感觉重心不稳要摔跤……这些都可能是脊髓
型颈椎病或者胸椎管狭窄在作怪。

腰椎管狭窄会导致下肢疼
痛麻木，影响行走。胸椎管同样
会狭窄，也会引起行走不便。

不过，胸椎管狭窄症早期仅
感觉行走一段距离后，下肢无
力、发僵、发沉、不灵活等，一般
没有明显的下肢疼痛麻木，休息
片刻又可继续行走，称之为脊髓
源性间歇性跛行。

“这与腰椎管狭窄症中常见
的以疼痛、麻木为主要特征的神
经源性间歇性跛行有显著不
同。”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说，随病情
进展，出现踩棉花感、下肢活动
僵硬、行走困难、躯干及下肢麻
木与束带感，大小便困难、尿潴
留或失禁，性功能障碍等，严重
的可出现瘫痪。

另外，有一部分患者压迫位
于胸腰段，表现为下运动神经元
受损临床表现，如广泛的下肢肌
肉萎缩、下肢无力、感觉丧失等。

周红刚介绍，脊髓型颈椎病
患者也会有行走如踩棉花的症
状。这是因为退变的结构压迫

脊髓这根总神经，而脊髓作为人
体下肢活动的司令官，掌管运动
及感觉。所以，颈部脊髓的压迫
就会造成下肢脚踩棉花感、走路
不稳、大小便功能改变等症状，
但颈部局部可以没有任何不适。

“要注意的是，许多胸椎管
狭窄症患者同时合并颈椎病或
腰椎退行性疾病，往往造成疾病
的漏诊或误诊。”周红刚主任说，
由于脊髓的损伤多数是不可逆
的，建议出现上述症状的患者及
时到正规专科医院就诊，以免贻

误最佳诊疗时机。
这两种疾病又如何鉴别

呢？“一般来说，胸椎管狭窄患者
往往下肢症状为主。脊髓型颈
椎病往往表现为四肢症状，也有
部分患者表现为下肢症状。”周
红刚主任说，如果患者下肢症状
较严重，或下肢症状明显高于上
肢症状，可考虑胸椎疾病，建议
影像学检查。此外，脊髓型颈椎
病的霍夫曼征是阳性的，胸椎管
狭窄症是阴性的，在区分这两种
疾病时也有着积极的参考作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行走如踩棉花，问题或出在颈椎、胸椎

颈椎病、胸椎病怎么办，微创治疗解烦忧

为瓣膜病患者“修心”，助其回归幸福生活
——访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外科专家张润生

核心提示丨“对于瓣膜病患者来说，除了手术安全外，最看重的就是预后的生活
质量。因此，在手术方式选择上，（心脏瓣膜）能修复的尽可能修复。”近日，记者在郑
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走访时，该院心外科五病区主任张润生说，
不少老年心脏病患者被瓣膜病困扰，尽可能保证老人术后的生活质量，则是医生一直
追求的目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杨柏青

在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门
诊楼上，心外科专家张润生的
坐诊时间是每周四的全天。这
天，会有不少患者和家属，一早
就来排队等待。

年近八旬的张老先生，是
由家人陪同来到诊室的。“张主
任，你看这次复查结果可好
吧？”老人说，春节前他接受了
张润生主刀的瓣膜修复术，目
前生活完全自理，就连上楼也
无需家人搀扶。而在手术前，
他走路都感觉心慌气短。“回去
还是注意休息，就算做了手术，
您也不能和60岁的人比体力
啊。”张润生提醒。

“近几年，风湿性心脏瓣

膜病在减少，而退行性病变导
致的瓣膜病越来越多了。”张
润生说，张老先生就是其中之
一。

据了解，老人家属在术前
也对医院、医生，以及手术方式
进行了反复选择。最终接受了
张润生的建议，为老人实施瓣
膜成形术。

“对那些自身瓣膜结构受
损不严重的患者，为其术后
长远生活质量考虑，更倾向
于实施瓣膜成形术。”而随着
成形技术、麻醉及体外循环
水平的提高，瓣膜成形术在
心脏瓣膜外科中所占比例也
逐年增加。

张润生 主任医师、心外科五病区主任，河南省预防医学会
小儿先心病防治委员会委员、郑州市医学会心外科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从事心血管外科临床工作20余年，在心血管疾病
的诊断及外科治疗、危重病人监护及抢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
验，在先天性心脏病外科矫治、心脏瓣膜病以及冠心病的外科治
疗方面有深入研究。

门诊日患者排队求诊，只因这位医生更“操心” 更关注预后的术式选择，让患者生活质量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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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食管癌高发地
区之一，这与平时进食过硬、过
热食物，吃饭太快等习惯有关。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主任张智风提醒，食管
癌的四大早期信号要注意：

一是进食不适。食管癌主
要症状就是进行性吞咽困难，如
果吞咽时总觉得食物下不去（停
滞感），或有东西黏在嗓子里（异
物感），在吞咽口水后可缓解或
消失，就要小心了。

二是胸痛。胸痛并不是食
管癌的典型症状，但它引起的胸
痛却有特点，可以表现为：胸骨
后的烧灼样、针刺样和牵拉样疼
痛，在吞下食物时表现最为明
显，特别是粗糙、灼热等刺激性
强的食物。

三是咽部干燥和紧缩感，这
是由于食管的黏膜组织、肌肉组
织受刺激而形成。

四是频繁呛咳。当食管癌
组织阻碍食物通过时，堆积的食

物不能进入胃，转而成为“异物”
进入肺中，引起频繁呛咳。

食管癌是可防可治的。根
据我国居民的饮食特征，专家提
出一些预防食管癌的共识：尽可
能不吃久存变质的食品、腌制食
品；不要吃过烫及过于粗糙的食
物，不要进食过快、狼吞虎咽，不
要过量饮烈性酒以减轻对食管
黏膜的刺激；莫忽视食管癌早期
先兆。食管癌的发生发展非朝
夕之事。因此，40岁以上人群，

尤其是来自食管癌的高发地区
的人，应定期体检，跟踪及评估
身体状况。

4个早期信号，预示食管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测量血压、血糖、人体成分
分析……5月11日上午，由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营
养科联合举办的世界肥胖日大
型义诊活动——“减肥我做主，
爱让我苗条”在医院一楼门诊大
厅举行，近十位大夫细心地为参
加义诊的患者进行检查和解答，
该义诊活动吸引了近百人参加。

肥胖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
的十大慢性病之一，因此每年的
5月11日被确定为“世界防治肥
胖日”。而在中国，肥胖者已超
过9000万人。

“因超重和肥胖引发的代谢
综合征——糖尿病、高血压、多
囊卵巢综合征、睡眠呼吸暂停等
疾病也在逐年增加且呈现年轻
化趋势。”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院长助理、内分泌科主任田晨
光说，“大部分肥胖人群不需要
药物治疗，只有一小部分的患者
需要用药物来控制体重。”

如何更好地控制体重，很多
人容易走进误区。有人认为不
吃肉和油腻的食物，就不会发
胖，其实是不对的。“所有摄入到
体内的食物都会转化成热量和
脂肪，因此需要摄入食物的总量
减少，均衡饮食。此外，每个人
的遗传体质、工作性质不一样，
因此不要和别人饮食习惯比较，
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合理饮
食”，田晨光主任说，“管住嘴、迈
开腿才是减重的‘王道’。”

近日，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皮肤科成功为一位高分化鳞状
细胞癌患者实施皮肤癌广泛切
除术+取皮术+游离皮片移植术。

今年 76 岁的患者张老先
生，右眼角旁划伤后，很快出现
一个约4厘米的增生物且增大
明显，该肿物常有渗出、伴有持
续性瘙痒和阵发性疼痛。郑州
市一院皮肤科主任魏芳接诊后，
考虑患者为皮肤恶性肿瘤：鳞状
细胞癌，若不及时治疗，该肿瘤
继续发展可侵犯下方筋膜、肌
肉、骨骼，甚至发生远处转移。

进一步的病理检查结果为
高分化鳞状细胞癌。魏芳介绍
说，鳞状细胞癌是皮肤科常见恶
性肿瘤，目前位列第三，好发于
老年人的暴露部位，面部多，能
够完整切除肿瘤，又能尽可能保
留美观问题是手术的重点。

经过多学科会诊，魏芳决定
行皮肤癌广泛切除术+取皮术+
游离皮片移植术，术中沿肿物外
1cm完全切除后，送术中冰冻检
查，确保肿物切除干净后，取腹
股沟处皮片行植皮术。手术过
程中，因其位于眼角，采用此种
方法，不仅能够使肿物切除干
净，还能不影响眼部功能，且造
成较小的瘢痕，使患者获得较好
的预后。目前，老人已经出院，
且面部基本恢复如常。

肥胖,
可引发多种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皮肤癌广泛切除后再植皮

老人面貌恢复如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刘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