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冬季老年人股
骨颈骨折的患者明显增多，
仅在焦作市人民医院，最近
先后接诊此类患者已有10
多位。该院骨科专家提醒，
天气寒冷，老人的骨骼变得
较脆弱，稍不注意就可能发
生骨折。因此，老年人在洗
浴、骑车时要格外注意。

前不久一位93岁的老
人被送到该科后，其子女对
是否手术犹豫不决。经该科
医生进一步说明，老人的子
女经认真考虑后，决定让老
人手术治疗。为确保手术成
功，该科邀请心内科、神经内
科、麻醉科等科室的专家对
老人进行术前会诊，制订了
科学合理的方案。术中，该
科主任孙晓林带领医生王艳
波、武琨、赵晓为患者成功实

施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术后，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治
疗和护理，老人的身体恢复
得非常快，四五天就可以下
地行走。

针对近期老年股骨颈骨
折患者增多的情况，孙晓林
表示，对于老年股骨颈骨折
患者，如不进行手术，患者只
能躺床上，易出现褥疮、肺部
感染等并发症，生活质量将
受到影响，严重的还会危及
生命。加上患者长期卧床，
也给家属带来很大负担。所
以，老年人在股骨颈骨折后，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快手术是最好的选择。因
为，进行人工股骨头置换后，
不仅可以让患者早日下地活
动，还减轻了家庭和社会的
负担。

健康血压中国行（焦作站）活动在焦作市人民医院举行——

顶级大咖论道高血压的规范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张新华教授莅焦讲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施学霞 文图

本报讯 由河南省高血
压防治中心、焦作市人民医
院主办，《中华高血压杂志》
协办的高血压规范化诊治论
坛暨健康血压中国行（焦作
站）活动日前在焦作市人民
医院举行。现任世界高血压
联盟秘书长及候任主席、世
界卫生组织慢性病医学官员
张新华教授莅临会议，并作
HEARTS高血压项目介绍。

据了解，作为国内外治
疗高血压的科技结晶，2018
年 6 月 由 张 新 华 主 导 的
HEARTS高血压项目在北
京启动，主要是通过强化基
层高血压规范化防治技术培
训，实施世卫组织推荐的标
准化阶梯式高血压治疗路
径，来推进高血压患者个性
化签约服务，开展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行动，提高群众
健康素养，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人员心血管疾病临床治疗
与管理能力，达到全面提升
我国高血压控制水平的目
的 。 今 年 7 月 ，我 省 与

HEARTS中国高血压防治
项目秘书处联合启动了河南
省HEARTS高血压防治项
目。该项目力争到2020年
年底，在HEARTS项目实施
区域，实现社区人群高血压
治疗率达到70%、居民膳食
钠盐摄入量减少10%、住院
患者中心脑血管疾病比例下
降30%等目标。

此次高血压规范化诊治
论坛暨健康血压中国行（焦
作站）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进
一步推动HEARTS高血压
项目在焦作市推广及交流近
年来我省高血压防治和基础
研究取得的新成就，介绍国
内外高血压研究的最新进
展，对高血压领域热点问题
进行深入讨论和经验交流，
为焦作市临床医师搭建一个
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充
分实现医疗信息及专家资源
共享，追求学术共识，提高本
地区高血压防治及诊疗水
平，从而促进焦作市高血压
学的发展。

论坛上，张新华重点作
了HEARTS项目的介绍，使
所有与会者明确了该项目实
施后，应实现的医疗服务目
标及在药品花费更少、患者
治疗效果更好且有助于评估
医疗服务质量和人群健康效
果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河南
省HEARTS项目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专家委员会
成员、省高血压防治中心主
任、省高血压防治中心专家
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浩教授作
了《高血压防治误区》的学术
报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
脏中心王鲁雁教授作了《高
血压肾病&肾性高血压》的
学术讲座；《中华高血压杂
志》编辑部副主任陈小明就
《中华高血压杂志退稿常见
原因与投稿注意事项》进行
了说明；省医学会高血压防
治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
员、省高血压防治中心办公
室主任赵海鹰教授作了《欧
洲高血压指南解读》的报告；
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崔淑娴
教授作了《妊娠高血压》的报
告，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医
师王梦琳就高血压典型病例
作了《病例分享》的报告。

不久前，焦作市依托焦
作市人民医院建立了“焦作
市高血压防治中心”，进一步
完善了该市的高血压防治网
络体系，该中心也与下级医
疗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整套
管理规范的运行体系，从根
本上降低高血压的发病率，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
患者的家庭负担，节约社会
卫生资源，并为落实医改、推
动分级诊疗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讯 日前，焦作市神
经内科疑难病例研讨会在焦
作市人民医院举行，多家市
级医院及各县乡镇医院的
240余名神经内科医生参加
会议，会议讨论了9份典型疑
难病例，反响良好。

会前，经各方专家商定，
选定9份有代表性的典型疑
难病例进行研讨。其中焦作
市人民医院2份、焦煤中央集
团医院2份、焦作市二医院2
份、第九十一中心医院2份、
修武县人民医院1份。根据
研讨程序，先由提供病例的
医院汇报病例情况，现场人
员再对病例内容进行提问。
其次，各家医院指派代表汇
报其讨论结果。第三，由病
例提供方揭秘，并现场答疑。

在典型病例诊治经验分
享环节，各医院专家见仁见
智，见解独到。特别是焦作
市人民医院提供的“一波三
折的病毒性脑炎”、第九十一
中心医院提供的“视神经脊
髓炎谱系疾病”和“肾上腺皮
质功能减退症”、焦作市二医
院提供的“尼曼匹克病”、修
武县人民医院提供的“神经
纤维瘤病”，均是临床上少
见病，甚至是罕见病。

病例研讨结束后，各医
院神经内科主任按照病例资
料的完整度、分析的严谨性
及逻辑性、PPT制作的生动
性以及汇报者的演讲技巧和
答疑情况，评出一二三等
奖。其中，来自修武县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的侯萍萍医生

获得一等奖，焦作市二医院
的神经内科二区的韩国辉医
生、第九十一中心医院神经
内科二区的赵文斌医生、焦
作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区
的范云医生分获二等奖。

焦作市医学会神经病学
委员会主任委员、焦作市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二区主任吕
海东会后表示，通过此次沟
通交流、经验共享，广大临床
医师提高了业务水平、临床
思维分析能力，尤其是今年
疑难病例讨论会课件制作优
美，较往年有很大进步。他
希望全市各家医院神经内科
能广泛联合，分享各自的诊
治经验、开展多方交流，共同
提高神经内科的临床诊疗水
平。

焦作市举办神经内科疑难病例研讨会
240余名神经内科医生参加会议，共讨论了9份典型疑难病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施学霞

本报讯 日前，一位老人
骑电动车摔倒被紧急送往焦
作市人民医院救治。经检
查，患者为主动脉夹层最严
重的DeBaKeyI型。该院心
胸血管外科夜间急诊医生为
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术后，
患者恢复良好。此次手术在
该院心胸血管外科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

患者63岁，男，他中午
饮酒后骑车时摔倒，并出现
意识模糊、胸闷等症状，被送
到焦作市人民医院救治。入
院后患者意识逐渐恢复，拍
胸部CT发现有明显心包积
液。患者当时生命体征基本
平稳，但该院心胸血管外科
医生在分析病情和影像资料
后，仍怀疑患者是主动脉夹
层破裂。在医生的建议下，
为患者紧急做了全主动脉
CTA。结果提示患者为主
动脉夹层DeBaKeyI 型，其
升主动脉根部有明显破口，
破口位于右冠窦位置。

据专家介绍，主动脉是
贯穿人体全身的大血管，负
责为各重要器官提供血液和
养分。主动脉血管壁是由
内、中、外三层膜组成。正常
情况下，三层膜紧密贴在一
起形成一堵墙，共同承受血
管内血流的冲击压力。但
是，若靠近血流的那层内膜
出现裂口，在血流冲击下，内
膜裂口会进一步扩大，导致
三层膜分离，在血管真腔旁
边形成假腔，部分血液在假
腔内流动或淤积成血肿，就

形成夹层。血管夹层形成
后，夹层处只剩外膜单独承
受血流压力，若不及时处理，
随时可能导致血管破裂。根
据国际上对主动脉夹层分
型，有Debakey和Stanford
两种，其中Debakey分型根
据破口位置、夹层累及范围，
又分为I型、II型、III型，I型
破口位于主动脉瓣上5厘米
内，近端累及主动脉瓣，远端
累及主动脉弓、降主动脉、腹
主动脉，甚至达髂动脉，是最
危重的类型，病人随时都会
出现主动脉破裂，危及生命。

面对患者的危重病情，
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
急诊科医生给患者进行手
术。术中，医生在体外循环
下用心包补片给患者的破口
位置进行加固，然后做了升
主动脉置换术。术后，患者
顺利脱离呼吸机，生命体征
及各项检查指标基本正常。

此次手术的成功，在于
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及时发现
和把控及与患者家属的有效
沟通，同时还得益于该院麻
醉科、手术室、ICU南区、CT
室等多科室的默契配合。

专家提醒，主动脉夹层
形成后，动脉壁会变薄变脆，
一声咳嗽都可能让动脉破
裂。一旦主动脉破裂，血液
会直接涌入胸腔、腹腔甚至
心包，引起大脑、心脏等重要
器官供血不足，导致患者出
现休克甚至死亡。因此，主
动脉夹层被认为是一颗随时
会引爆的不定时炸弹。

焦作市人民医院心胸血管外科

攻克典型危重型主动脉夹层手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施学霞

骨科专家特别提醒

寒冬谨防老年股骨颈骨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施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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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华教授在作HEARTS高血压项目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