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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专家孙运
高龄心脏病患者的贴心人

在心内科的患者中，上至
九旬老人，下至中青年，都对
心内科一病区的孙运主任称
赞有加。今年春节后，郑州北
郊一名90岁的老太太，因急性
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极高危高血压病等
问题，被多家医院婉拒手术。
孙运了解到老人病情后，安排
救护车将她接到医院，并实施
了冠脉旋磨术+支架置入术，
术后老人顺利康复，目前已经
可以下地活动。

一名87岁的老先生，平时
稍有活动，甚至吃饭时也会发
作心绞痛。入院检查后，孙运
发现老人的主干末端狭窄
90%，前降支根部狭窄95%。

“这种严重的病情，外科无法
实施搭桥手术，即便是内科治
疗，也有很大的风险。”经过专
家会诊，孙运为老人制订治疗
方案并实施了手术。术后，老
人的症状很快缓解，并于6月
26日康复出院。

“患者的病情，不仅牵动
着家属的心，也让医生揪心。
特别是一些病情严重却一直犹
豫手术方式的患者。”孙运说，
医生不仅仅治病，还应想患者
所想，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

心内科专家赵育洁
让无数房颤患者安心生活

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
常，患者发生卒中的风险，是
正常人的5倍及以上。在郑州
市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房颤
患者也不在少数。

许昌的杨老太太今年77
岁，胸闷、心悸气促20多年，并
有10多年的高血压，在当地医
院诊断为房颤，最近几个月病
情反复发作。

来到郑州市心血管病医
院心内科二病区后，病区主任
赵育洁为她完善检查，经过专
家评估后认为，老人存在较高
的栓塞风险，有必要实施房颤
射频消融联合左心耳封堵术

“一站式”介入手术治疗。很
快，赵育洁为老人成功实施了

手术。术后，老人的症状基本
消失，并可以下床活动。

赵育洁说，房颤“一站式”
介入手术技术创伤小、恢复时
间短、安全有效。对于房颤症
状明显的患者，抗凝治疗后出
血风险高、不适合长期服用或
潜在存在消化道出血、脑出
血，以及不愿意服药患者，“一
站式”房颤“组合拳”介入治疗
技术将为此类患者带来福音。

在心血管内科，有个必须
提及的重要单元——CCU病
区，即冠心病重症监护病房。
在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带领
这支特殊救治单元的专家，就
是CCU病区主任王淑红。

据了解，除了接收介入
手术的危重患者外，很多心
外科需要术前调整的重症患
者，以及其他专业合并心脏
问题的患者，都需要在该病
区接受治疗。王淑红说，因
为心脏疾病瞬息万变，其系
统的治疗也不仅是药物和手
术，还需通过一系列的心脏
康复。如果心脏康复能从
CCU及早开始，那么，患者从
出院到恢复健康正常生活的
过程将大幅缩短。

“根据国内外指南和共
识，在CCU中开始的早期心
脏康复，是心脏功能恢复、建
立康复意识、进行康复宣教等
的关键时期。”王淑红说，所以
该病区近年来开展的心脏早
期康复工作，让很多心血管病
患者大受裨益。

心血管内科专家王瑞敏
介入治疗，拆除主动脉夹
层“不定时炸弹”

主动脉夹层是医学界公
认的起病急骤、病情凶险的大
血管疾病，死亡率达90%以上。

作为心血管疾病的老牌
专家，心内科三病区主任王瑞
敏说，急性主动脉综合征定义
为累及主动脉的严重和紧急
病症，往往有相似的临床特
征。要分辨类型并救治患者，

需要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熟练的手术技能。

“针对夹层向下累及降主
动脉的情况，临床称 B 型夹
层。相对于A型夹层，B型患
者获救机会大一些。如无合并
症且症状稳定，大部分患者可
采用介入法治疗。”王瑞敏说，
介入法是从股动脉将大血管支
架输送到内膜破口处，将主动
脉内膜破口封闭，阻止血流从
破口进入“假腔”，闭合或修复

“假腔”。正因为王瑞敏等心内
科专家的努力，不少符合介入
手术适应证的主动脉夹层患
者，避免了外科开胸手术。

心血管内科专家张杰
为“慢闭”患者提前解除生
命之忧

在心内科专家看来，一些
疾病会悄无声息地靠近，突然
跳出来结束患者性命，堪称

“冷血杀手”，比如心血管慢性
闭塞病变。

今年 39 岁的马先生，3
年前开始出现胸闷、胸痛不
适症状，每次三五分钟就结
束，一直没重视。今年3月，
马先生的症状突然加重，在
当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心
血管慢性闭塞病变、冠状动
脉三支病变、前降支及右冠
狭窄、回旋支中度狭窄。当
地医院支架植入失败，予以
药物保守治疗。日前，他再
度发病，急诊来到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五病区治
疗。病区主任张杰为其顺利
实施了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开通其右冠闭塞病变，并植
入3个支架后，马先生的生命
隐患终于被排除。

张杰说，心血管慢性闭塞
一般被发现时，已发展到严重
程度，很多患者心脏血管闭塞
几个月甚至几年，自己都浑然
不觉，因此提醒出现胸痛不适
的患者，尽早到医院就诊。

心血管内科专家厉菁
救治急性心梗患者，在绿
色通道上奔跑

今年春节前后的一个上
午，48岁的孙先生突发心前区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内科——

为中原大地心血管病患者解“心”忧

核心提示丨作为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王牌”科室，心内科不仅起
步早，而且发展全面，目前已拥有8个病区。

据了解，该院心内科是河南省临床医学特色专科，在全省首批通过介入技术准入，多项新技
术如我省首例TAVI手术、首例完全自主的左心耳封堵术等创新技术，在河南居先进行列。在河
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心血管内科博士、院长袁义强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医疗技术水平居全
省领先、全国先进水平。

疼痛。家人送他到郑州市
心血管病医院急诊科后，很
快被诊断为急性前壁心肌
梗死。

随即，急性心肌梗死急
救绿色通道开启，导管室同
时启动。心内科六病区主
任厉菁等专家会诊后，认为
孙先生在家已耽搁一段时
间，必须尽快开通梗死的冠
状动脉，避免心肌缺血坏
死。几分钟后，患者被推进
手术室；十几分钟后，堵塞
的血管被扩开，造影显示血
流已恢复。经过规范治疗
两周，孙先生康复出院。

厉菁说，急性心梗发病
后的1小时是黄金时间，这段
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能把
心肌损伤降到最低。该院开
通有急性心肌梗死急诊救治
绿色通道，能在最短时间内
开通梗死的血管，挽救更多
的濒死心肌、降低猝死、改善
预后，大大缩减院内急救时
间，是急诊救治的生命通道。

心血管内科专家朱自强
一心为患者着想，提供
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很多患者之所以入院
治疗，一般都是因为病情严
重，发展到了影响生活的程
度。但在专家看来，如果能
早期提前干预，很多疾病并
不会发展到需要手术的程
度，比如冠心病。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
心内科七病区主任朱自强
说，虽然冠心病无法根治，
但对于一些早期冠心病患
者来说，通过正规的药物治
疗，是可以缓解症状，并且
逆转斑块的。“例如，如果患
者冠状动脉堵塞程度在
70%以下，就属于临界病
变，这时患者一般还没有症
状，通过服用他汀类等其他
药物，就可以逆转斑块。”朱
自强说，如果患者冠状动脉
堵塞程度是65%，通过精准
用药，就能将堵塞程度逆转
到50%，甚至20%，极大延
缓冠心病发病速度。

朱自强表示，只要正规
用药，大部分患者都能取得
逆转效果。但是，这要求患
者的依从性必须强，积极锻
炼，改变生活方式，还必须
严格按照医嘱来吃药。

作为心血管内科的专
家，心内科八病区主任孙俊
华的患者遍及省内外。

今年52岁的杨女士来
自周口，虽然年龄不大，但
心脏已经开始“衰老”：从前
年开始，她反复出现心悸、
胸闷、气短的症状。做心电
图，显示“完全左束支传导
阻滞、短阵室速”，心脏彩超
显示心脏增大，当地医院诊
断为扩张型心肌病。

辗转多家医院后，杨女
士来到郑州市心血管病医
院，孙俊华为其安排了进一
步检查。后经专家会诊意
见，给杨女士制订了最佳治
疗方案——三腔除颤心脏
起搏器植入手术。手术完
成后，李女士再没心慌。“不
仅控制了之前的症状，而且
使扩大的心脏缩小，减轻心
脏衰竭症状、遏制恶性心律
失常带来的险情。”孙俊华
说，三腔除颤心脏起搏器如
同给患者的心脏装上了保
险，自此就可安心生活了。

随着医疗技术高速发
展，很多之前无法治疗的疾
病，都获得了救治。但在基
层甚至省内不少医院，面对
一些疑难、复杂的病例，仍
难以解决患者病痛。

信阳的黄先生今年70
岁，近年来稍有活动，心前
区就出现压榨性疼痛。在
当地医院行冠脉造影，结果
提示前降支和对角支真性
分叉病变。经当地医生推
荐，来到郑州市心血管病医
院心内科九病区。病区主
任胡法国为他详细检查后，
组织院内专家会诊，认为患
者对角支比较大，且供血面
积也大，不适合做单支架置
入技术，应采用目前国际较
前沿的技术——双支架置
入技术（mini-crush）解决
这一难题。

征得患者和家属同意，
胡法国主任为患者成功实施
了手术。术后，老人的症状
很快缓解，目前已康复出院。

作为“郑州市心血管病介入治疗中心”“郑州市冠
心病重点实验室”“郑州市心律失常重点实验室”“河南
省临床特色专科”“郑州市房颤诊疗中心”“郑州心血管
病急救中心”，郑州七院的多项介入诊疗技术填补了
省、市级空白，并获十余项省市科技成果奖。而以心血
管专业为王牌的郑州七院，已经成立了心血管病研究
院，国际欧亚科学院河南心脏中心也在该院揭牌。

“看心脏病，到郑州七院”的说法，如今已深入人
心。该院院长袁义强说：“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要成为
河南乃至中部六省的心血管病诊疗中心，我们的尖端
技术才能使更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受益。”

紧握王牌专业 建心血管病诊疗中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荣文翰 杨柏青

心之所系

新国际前沿技术，为患
者解“心忧”

心血管内科专家胡法国
开展早期心脏康复，助
力患者回归健康生活

心血管内科专家王淑红

心血管内科专家孙俊华
给患者的心脏“上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