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向立 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心外科八病
区主任，郑州市青年科技
专家，郑州市学术技术带
头人。先后在北京阜外
心血管病医院、上海长海
医院、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医院、美国科罗拉多儿童
医院研修，擅长心脏瓣膜
修复及置换术、冠状动脉
搭桥术、主动脉夹层及主
动脉瘤手术、各种先天性
心脏病矫治术、房颤外科
射频消融手术及各种终
末期心脏病的心脏移植
术等。

专家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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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治疗适用于轻度腰椎
管狭窄，症状较轻，并对生活、工
作影响不大者，尤其适用非骨性
狭窄者。”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椎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提醒，
一旦腰椎管狭窄症的临床症状
严重到使患者生活质量下降或
疼痛不可耐受，保守治疗无效
时，均应考虑下一步治疗。

然而，很多患者担心自己年
纪大，不敢手术。“这是错误的观
点。首先，这种病就是老年人得
的病；其次，手术疗效一般都比
较不错，且随着脊柱微创技术的
发展，已经不需要有这种担心
了。再有就是腰椎管狭窄引起
的各种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正
常生活和行动，随着患者活动减
少，各种老年疾病会跟随而来，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现在很
多医院都在开展椎间孔镜技术，
但主要是治疗单纯的腰椎间盘
突出症，在腰椎管狭窄方面没有
太多研究，尤其面对复杂、疑难、
存在手术禁忌证的老年患者，大
多数医院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这二十多年来秉承“竭

镜所能，无微不至”的理念，着力
发挥脊柱内镜优势，将导航等新
技术、新材料、新理念有效结合，
以最小的创伤成本、最小的风险
系数，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为理
念，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微创
的治疗方案，持续推进椎间盘病
诊疗技术的创新。

在该中心，医生凭借娴熟的
医术，运用镜下动力磨钻、镜下
钬激光、镜下超声骨刀等先进的
器械切除软组织、肥厚的黄韧带
和增生钙化的骨质，使腰椎管彻
底解压、神经根不再受压。

“先进技术不能自己掌握，
懂得分享，让更多脊柱医生掌握
了解，使更多患者受益，是我们
的目标。”周红刚说，目前，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脊柱内镜操
作规范（颈椎、胸椎、腰椎）正在
编纂中，“操作规范”出来后将向
同行共同分享，造福广大患者。

为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在该
院东院区13楼病房脊柱疑难病
会诊中心，每周四下午三点都会
会聚来自全国20余家医院的脊
柱专家，专门针对脊柱复杂疑难
病例进行会诊，由数十位专家讨
论为患者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

痛风属于关节性疾病，痛
风发作时十分痛苦，很多人拖
着腿都无法走动。痛风要忌
口，不过，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徐磊说，只要方
法对，痛风患者同样可以享受
美味。

“正常人平均每天排尿
1500毫升，痛风患者每日尿量
能达2000毫升以上较为适宜，
所以每日水的摄入量要大于
2000毫升。”徐磊说，喝白开水
或淡茶水都可以。如果有肾结
石，每天饮水量应达到3000毫
升左右。喝苏打水也是有效
的，苏打水中含有解离的碳酸
氢根离子，有助于碱化尿液，排
出尿酸。需要注意的是，有高
血压等痛风并发症的人不适合
过量饮用含钠的苏打水。

痛风患者要避免大鱼大
肉，但是注意肉的摄入量以及
病情，还是可以过上吃肉的日
子的。徐磊说，痛风患者不能
吃嘌呤含量高的食物，如沙丁
鱼、凤尾鱼、鱼子、小虾等水产
品；肝、肾等动物内脏；浓肉汤、
浓鱼汤、海鲜火锅汤等。但并
非完全不能吃肉，三文鱼、金枪
鱼、白鱼等中低嘌呤的食物可
以适量食用。

尿酸高不代表不能吃酸
的。徐磊说，一些水果只是味
道酸，但对痛风患者无害，比如
适当食用樱桃（车厘子）可减少
痛风发作。此外，痛风急性期
服用秋水仙碱时，应避免大量
服用维生素C，以免降低药效。

“蔬菜中的钾离子有利于
尿酸排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都有助于痛风患者调养体质。
每天蔬菜摄入量应达到500克
甚至更多，炒菜时油放少点。”
据徐磊介绍，低脂牛奶、酸奶、
鸡蛋、海带、萝卜、芹菜、西兰
花、黄瓜、冬瓜等低嘌呤食物可
以放心吃，尤其是萝卜，是痛风
患者很好食物。而肝肾不好的
患者在吃奶类蛋类之前要先咨
询医生。

老陈今年56岁，近半年来
一直有腹泻之症，其间服用抗
生素及中成药等药物，但收效
甚微。去医院检查，未见异常，
后寻求中医治疗。他找到周一
上午在郑州河医立交桥东的张
仲景国医馆河医馆，周四上午
在心怡路与祥盛街交叉口东的
张仲景国医馆心怡馆坐诊的教
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
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院名医堂
专家、张仲景国医馆特聘专家

周发祥主任问诊。
周发祥临床经验丰富，擅

长主治消化系统疾病。他热情
接待了老陈，并对老陈的情况进
行了详细了解，初诊：患者腹泻
近半年，一日4~5次，大便不成
形，伴腹胀、脚冷，纳眠尚可，小便
正常，舌红苔白中有裂纹，脉左
弦右弱。经一番望闻问切后，
综合辨证为脾虚泄泻，应以健
脾益气、祛湿止泻为主要治疗原
则，遂开具处方：黄芪、炒白芍、

法半夏、炒白术等药材，7服，水
煎服，日一服，分早晚两次分服。

一周后复诊，老陈自述服
药后诸症稍好转，大便一日3
次，质稀，下午易腹胀、矢气多、
舌红苔白。周发祥根据患者情
况，调整处方为：党参、白扁豆、
炒麦芽、黄连等多味药材，14服，
水煎服，日一服，分早晚两次分
服。三诊时，老陈大便成形，一
日1~2次，无不适症状，周发祥
让其续服上方14服，巩固疗效。

周发祥指出，慢性腹泻是
一种常见临床症状，指病程在
两个月以上的腹泻或间歇期在
2~4周内的复发性腹泻。病因
较为复杂，病程迁延，属于脾胃
系统常见的疾病之一，长期腹泻
危害较大，严重者可致癌变。因
此特别提醒，腹泻并非小事，若
持续出现腹泻现象，需尽快就
医，查明病因。另外，夏季天气
炎热，食用冰镇食物或饮品需
节制，以免引发肠胃不适。

走走腰腿就疼麻、酸胀无力，必须歇歇——

有这些情况赶紧去医院查腰椎管！
核心提示 | 走几步就觉得

累，稍微上几步楼梯觉得腿脚乏
力没劲，生活中，很多老人经常
感觉到疲劳，不断捶腿揉腰。还
有一些老人甚至会偶尔出现跛
行，但稍微休息一下又没事了。
其实，这些老人很可能患上了退
行性腰椎管狭窄症。

57岁的老王身体一直很健
康，没有同龄人易患的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朋友和同事都
夸他身体棒。

可近两年，老王逐渐发现
走长路后，左腿后外侧偶尔会
出现麻木，坐下休息后症状又
缓解了。开始，老王并没有在
意，但从去年开始，他发现自己
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只要平地
行走约500米就开始出现从腰
骶部、屁股后方、大腿后外侧、
小腿后外侧以及脚背和脚底外
侧过电样的疼痛麻木症状。

自从出现腿痛腿麻后，老
王发现在公交车上连续站20
分钟，两腿就会麻木疼痛难以
忍受，如果这时找到座位坐下，
不到两分钟症状马上消失。即
便没有座位，老王哈着腰，在别

人的座位边趴一两分钟，也可
立即缓解症状。

最近一个月，老王的症状
越来越重，步行约100米或者
站立约5分钟，就出现严重的腿
疼腿麻症状。最终，他被确诊
为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

腰椎管狭窄是一个慢性的
退变过程，典型症状多为久站
或走路距离过长后出现腿疼、
腿麻症状，坐下、蹲下或卧床，
症状可消除或缓解，甚至稍稍
弯腰一下就能缓解症状。

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症
状逐渐缓慢加重，出现上述症
状之前，站立时间或行走距离
逐渐缩短。严重者只能站立不
到5分钟，或者行走十来步就会
出现症状而不能继续行走，这
被称为间歇性跛行。

【腰腿无力】小心是腰椎退行性改变

【发病率高】腰椎管狭窄需尽早治疗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心血管专家解心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关注远期效果，让患者获得更大幸福感
——访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外科专家张向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杨柏青

核心提示丨心脏瓣膜置换是大部分心脏外科医生掌握的技术，也是目前大部分
心脏瓣膜患者接受的手术方法。但是，瓣膜置换术后每天都要服抗凝药，还要定期
到医院抽血化验，抗凝过量或不足都有风险。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八病区主
任张向立称，如果有条件将瓣膜修复，对患者来说将是最大的受益。

今年65岁的杨女士，因患风
湿性心脏病、二尖瓣重度狭窄合
并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房
颤等疾病，长期服用利尿及抗凝
药物维持治疗。但是近期，杨女
士出现了一次消化道出血。为了
摆脱长期服药以及再发出血的风
险，家人带她来到郑州市心血管

病医院。该院心外科八病区主任
张向立接诊后，完善了相关检查，
并与家属进行了沟通。“患者和家
属态度一致，不仅想治好心脏病，
最大的目的是不再长期吃抗凝药
了。”张向立评估了杨女士的病
情，认为可以实施瓣膜修复手术。

随后，杨女士成功接受了瓣

膜修复及房颤射频消融手术。张
向立表示，总体来看，瓣膜修复比
瓣膜置换的近期手术风险小，但
是早期如果做得不熟练、手术时
间延长太多的话，会增加风险。
因此，选择手术熟练的医生，会明
显降低手术死亡率，及并发症的
发病率。

据不完全统计，国际著名心
脏中心的瓣膜修复率达 60%~
80%，国内平均不足20%。郑州
市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八病区
2016 年的瓣膜修复率是 50%，
2017年达到82.8%。“实际上很大
一部分患者是可以行瓣膜修复
的，不用长期吃抗凝药，完全可像

正常人一样生活，对心功能的长
期维持也有好处。”张向立说。

主动脉夹层是异常凶险的疾
病，死亡率非常高。该院一些新
技术、新理念的引入，让患者获益
颇多。“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
们采取了中低温（26℃~28℃）停
循环技术，停循环的时间一般在

15~25分钟，同时改变了脑保护
的方法，选择这种新技术后，患者
清醒较早，拔除气管插管早，神经
系统并发症也相应减少很多。得
益于诸多新技术的应用，去年该
科室大血管手术无一例死亡。其
中一例手术患者没有输血，开创了
心外科大血管手术无输血的先河。

心脏瓣膜不好用，是修还是换？这是个问题

以患者利益为出发点，多项新技术获患者点赞

只要方法对
痛风患者
也可享美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腹泻半年之久，中医如何调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慢病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