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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的再三劝说下，
65岁的常先生做了一次系
统体检，就是这次体检，医生
发现，酷爱吸烟的他肺部有
个小结节，所幸发现及时，微
创手术后，暂无大碍。

生活中，重视体检的人
并不多，很多人都是等到身
体“罢工”了才去求医，很多
时候为时已晚。

专家说，常规体检可以
将许多刚露头的疾病扼杀在
摇篮中，因此，成年人应该每
年参加一次健康体检，尤其
是中老年人。

现状
居民主动体检意识不强

提起健康体检，周刚十
分感慨。他说，随着百姓生

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对健
康的追求意识的确在不断增
强，要求健康体检的愿望也
日益明显。近些年，国家也
在逐步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
体系，比如将“每年对65岁
以上老年人开展体检”纳入
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在
慢病示范区创建过程中，很
多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提供了
体检的机会等。

但是，目前体检事业发
展还很不平衡，虽然市场竞
争激烈，但缺乏规范的行业
标准和流程，处在无序发展
状态。老百姓参加免费的体
检比较多，自愿拿钱投入体
检的比例还是不高。

“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体
检不重视，认为可有可无，体
检查出问题，并不重视。”周
刚说，健康与疾病之间不存
在明显界限。人体可能潜伏
着病理性缺陷或功能不全，
而在表面是健康的。同时，
许多疾病的症状并不明显，
往往不容易发现。像糖尿
病、高血脂等，不做血液检验
很难发现，也有些疾病（如癌
症）一旦出现明显症状，往往
已到晚期，很难治愈。

专家
健康体检应该量身定做

在周刚看来，成年人应
该每年参加一次健康体检，
尤其是中老年人，更应该参
加。有心脑血管疾病、恶性
肿瘤等慢性疾病的家族遗传
史，除常规体检外，还要有针
对性地选择体检项目。

周刚说，健康体检一般
应根据年龄、性别、职业、生
活习惯、个人既往的健康状
况及家族遗传史、近况、生活
方式等综合因素考虑，确定
体检项目菜单。特殊情况可
以适当增加项目，以便得到
较为全面的健康信息。

如今体检项目已多达几
百种可供选择。不过，每次
体检，基础项目不可少，如身
高、体重、血压、脉搏；内、外
科常规项目、妇科常规项目、
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血
脂、空腹血糖、肾功能、心电
图、乙型表面抗原、X光胸片
（或CT）、B超（肝、胆、脾、
胰、肾、子宫）等。

化验检查是医生诊断疾
病、治疗及观察疗效的重要
手段，也是健康体检必不可

少的检查项目。医生会根据
化验检结果，结合临床或其
他检查结果综合判断，做出
诊断。因化验结果会受很多
因素的影响，有时会出现假
阳性或假阴性结果。不能仅
凭一次化验结果做出诊断，
如果与临床症状和体征不符
合，就必须重复化验一次或
多次才能肯定化验结果的价
值，有时仪器检查也会要求
重复再检查，以确定诊断。

周刚提醒，体检者对每
一次的体检结果必须重视，
清楚每一次的结果，做到“心
中有数”，这是自我健康管理
必须注意的问题。有关资料
也应该妥善保存。如果以后
患了某种疾病，可将以往体
检资料提供给医生，有利于
医生进行综合分析和诊治。

知识问答

1.（判断题）体检者在选
择体检时应根据自己的个
体情况，选择相应的项目进
行。（ ）

2.（判断题）每一次的体
检结果出来后就没用了，没
必要保存。（ ）

受访专家：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慢病防治所所长 周刚

编者按 身体像部汽车，也要定期保养、检查和维修。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了解身体健康状况，及早发现健康问题
和疾病。对检查中发现的健康问题和疾病，应及时就医。有针对性地改变不良行为习惯，减少健康危险因素。

常规体检，将疾病扼杀在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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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47岁母亲患心衰
心脏移植后全家喜极而泣

近日，在郑州市心血管病
医院心脏移植病区，47岁的王
女士坐在病床上，听女儿讲述
亲友间的趣闻。暖暖的阳光
照进病房，看着母亲的气色逐
渐好转，女儿禁不住笑了。

“出了重症监护室，脸色
变好了，能慢慢下床活动了。”
临近2019年元旦，王女士终
于排上心脏移植手术。得知
手术成功，全家人喜极而泣。

谁又能想到，患有终末期
心衰的她已在病床上躺了几
个月，借助静脉泵不停输入血
管活性药物维持生命。离开
病床几分钟，就可能面临危
险。医生告诉她，做“换心”手
术，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妈在家发病的时候，
躺在床上浑身颤抖，感觉吸不
上气的样子。”等待手术的这
段时间，王女士出现了两三次
危险。所幸医生抢救及时，得
以将她拉回生命线。

此前，王女士曾犹豫要不
要做手术，或在哪儿做手术。
但在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看
了移植成功的病友，又反复参
考了多家医院后，王女士将生
的希望，寄托给了该院袁义强

院长带领的心脏移植团队。
截至2018年底，郑州市

心血管病医院先后成功实施7
例心脏移植手术。其中男性
患者6名，女性患者1名；患者
年龄最小的27岁，最大的51
岁。

独立完成心脏移植手术
这家医院已胸有成竹

心脏移植，是器官移植领
域的“顶峰”，该手术不仅考验
主刀医生的技术，同时对麻
醉、体外循环、监护、护理甚至
医院的后勤保障能力，都是一
场生与死的考验。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心
血管内科有9个病区，年开展
手术1.6万例，心血管外科有9
个病区，年开展手术近2000
例。在技术和人员储备上，都
有其他医院不可比拟的优
势。“我们是心血管疾病专科
医院，医院要发展，我们就要
做精、做细、做强、做大我们的
心血管专业。”该院院长袁义
强博士说，医护人员的拼搏精
神，尤其值得肯定。

不仅是医院内部，就连武
汉协和医院的董建国教授，也
对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的医
生赞赏有加：“在我带的那么
多进修医生中，郑州七院的医

生最用心。回去后，他们一定
能独当一面。”果不其然，从第
二例心脏移植手术开始，整个
取心、移植、麻醉、体外循环、
手术室护理到术后监护等环
节，完全由该院心脏移植团队
独立完成。

在郑州做心脏移植手术，
不仅离家近，而且可享受诸多
医保政策；做手术不出省，也
就意味着术后检查、康复治疗
都无需远途颠簸；由本地医生
做手术，患者心里更踏实。

据估算，河南省现有将近
10万名心衰患者。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常规开展心脏移
植手术，对我省的终末期心脏
病患者来说，各种便利不言而
喻。

提醒
心衰患者及早治疗
避免发展成终末期心脏病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在该
院接受第一例心脏移植的胡
先生。如今，他已经完全恢复
了正常生活，并在医院的绿化
岗位上找到了一份适合他的
工作。相比去年手术前后的
消瘦，胡先生现在壮实了很
多。虽是严冬，但他的脸色红
润。若非熟人，很难想象他之
前曾接受过心脏移植。

谈起目前的生活，胡先生
连说了三个“想不到”：想不到
换“心”之后突发并发症医院
能解决；想不到换“心”之后还
能这么健康；想不到换“心”之
后还可以工作。

众所周知，心力衰竭是一
种常见的心脏病。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心脏移植专家、心
外科三病区主任杨斌说，心衰
患者在病程早期，心脏结构和
功能无任何改变，及时治疗高
血压、糖尿病、风湿性心脏病
等疾病，预后效果非常理想；
如果发展到第二期、第三期，
及时治疗也可以有效维持患
者的生活和工作。

“但如果病情发展到终末
期，要么在病床上靠持续用药

‘续命’，要么等待匹配的供
体，接受心脏移植手术。”专家
称，如果能及早治疗心衰，患
者完全可避免生死抉择。

如果不得不做心脏移植，
患者又该如何面对呢？该院
心脏移植专家、心外科八病区
主任张向立称，目前我国每年
实施心脏移植手术300多例，
能独立开展手术的医院屈指
可数。面对众多患者生的渴
望，相信袁义强博士带领的心
脏移植团队，会为每一名患者
全力以赴。

心脏移植在这里成了常规手术
终末期心衰患者在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获得新生

心 脏 移
植，是现有器
官移植中最后
被攻克下来的
堡垒，也是挽救终末期心脏病
患者生命的终极解决方案。

在2018年之前，我省的
终末期心衰患者要接受心脏
移植，必须到外省排队等待手
术。如今，他们多了一个选
择：在郑州就能接受心脏移
植！

去年4月15日，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完成我省首例成活心脏
移植手术；12月25日，第7例
心脏移植手术在该院顺利完
成。

“换心”手术用通俗的说
法，就是在汽车不熄火的情况
下，换掉发动机。如此高难度
手术，风险有多大？术后，患
者还能重返工作岗位吗？都
说心脏供体很难等，真实情况
又是怎样？带着诸多疑问，记
者到该院进行了采访。

王大姐今年53岁，受失眠困
扰20余年，平常只要情绪稍受刺
激或工作劳累即发作，服用镇静催
眠药虽有疗效，但不持久。近1个
月来，失眠加重，她找到每周一下
午在郑州河医立交桥东100米路
北张仲景国医馆河医馆坐诊的国
家级名老中医、主任中医师、河南
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专家、张仲景国
医馆特聘专家马云枝就诊。

马云枝对患者情况进行了详
细了解，知其夜眠易醒，醒后难入
睡，虚烦不安，心悸怔忡，每晚睡眠
2~3小时，神疲健忘，烘热汗出及
盗汗，大便干，2~3日1次。舌质
红，苔薄黄，脉细数。综合辨证为：
不寐（阴虚不足，心肾不交），应以
益气养阴，交通心肾为主要治疗原
则，开处方：柏子养心汤加减；7剂，
水煎服，日一剂，早晚两次分服。

复诊时，患者症状有所缓解，
睡眠时间延长，焦躁情绪缓解明
显。在上方基础上去党参，加炒酸
枣仁，增加益气养阴，养心安神之
效。经随访，目前患者病情基本稳
定。

马云枝指出，失眠是常见多
发病，可见于各年龄阶段，病人痛
苦不堪。中医药治疗失眠有其独
特的优势，即根据个人体质，辨证
论治，综合调理，从根本上帮助病
人解除痛苦。

反复失眠20余年
中医有良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