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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中心的疑难病
例会诊上，经过十几位脊柱专
家讨论，最终认定88岁高龄
的张奶奶患的腰椎管狭窄症
可以采用微创解决。这在张
奶奶长达20年、辗转多地的
求医之路上也堪属“奇迹”。

出现间歇性跛行，当
心腰椎管狭窄

20年前，张奶奶开始出
现腰部酸困且双下肢疼痛，其
间断断续续进行过各种治疗，
针灸、理疗、贴膏药、吃药……
时而有效时而无效，总反复。
尤其近两年，张奶奶双臀部、
大腿后侧及小腿后侧疼痛得
厉害，走长路，必须走一段歇
一段，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在家人的陪伴下，张奶奶
辗转多地的大医院就诊，虽然
被确诊为腰椎管狭窄症，但因
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再加上高龄，多位专家
都不建议手术，让她继续保守

治疗或者卧床休息。
近期，经过多方打探后，

张奶奶预约了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每周四
下午的疑难病例会诊。

“老人年事已高，但忍着
疼痛坚持每天走路，对生活品
质的追求很高。我们需要从
多学科角度的验证来设计诊
疗方案，帮助她实现独立健康
生活的梦想。”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主任周
红刚说，在会诊上，经过十几
位脊柱专家的讨论，一致认为
可以采用微创来解决张奶奶
的腰椎管狭窄症。

很快，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椎间盘中心确定了治疗
方案，为张奶奶实施了局麻下
的全可视微创脊柱内镜治疗。

腰椎管狭窄症大多是腰
椎退变老化，如椎间盘突出、
黄韧带肥厚、关节突增生肥
大、腰椎不稳等造成腰椎管严
重的继发性狭窄，引起马尾神
经或神经根受压。“张奶奶这
种走走停停的症状被称为‘间

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症
的典型症状。”周红刚主任说。

微创脊柱内镜，让老
人不再忍痛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每天门诊中约
80%都是中老年性腰椎管狭
窄症患者。每周四下午的疑
难病例会诊中，患者绝大多数
是50岁以上甚至不乏90多
岁的中老年人因为腰疼、腿
疼、麻木、酸胀无力、腿发凉发
软，走不远路来就诊。

这些患者通常都不是第
一次就医，甚至不是第一次治
疗。许多患者明确诊断后开
展一系列保守治疗，治疗一段
时间后，症状有时会缓解，但
是稍不注意，症状就会再次出
现。由于年龄大、基础病多，
很多医院老年性椎管狭窄除
了保守治疗不能做其他治疗。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团队，坚持走脊柱
微创的道路，在多年的椎间孔
镜器械及椎间孔镜技术基础

上，重新合作研发新设备及拓
展新技术全可视脊柱内镜技
术，对老年性腰椎管狭窄是一
个很好的治疗选择。

局麻下全可视内镜技术
是椎间孔镜技术的再升级，整
个治疗过程在可视内镜下操
作，较之前的椎间孔镜技术更
安全，治疗时间明显缩短，很多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脑梗的老年人身体完全可耐受。

在该院郑东院区 H 座
13A楼椎间盘中心B病区脊
柱疑难病会诊中心，每周四下
午2：30都有来自全国数十家
医院的几十名脊柱专家，专门
针对颈椎、腰椎、胸椎等脊柱
复杂疑难病例进行会诊，共同
讨论为患者制订最佳治疗方
案，实现精准诊疗。

温馨提示 会诊时间有
限，需提前电话预约。

1月4日，华中阜外医院
结构性心脏病团队成功运用
TAVI（经皮主动脉瓣置换）
技术，为一位90岁老人更换
了主动脉瓣，创下华中地区接
受TAVI手术患者的最高年
龄纪录。

来自滑县的90岁患者王
先生，两周前出现活动后胸
闷、呼吸困难、呕吐等症状。
在当地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
遂转到华中阜外医院心力衰
竭病区。

鉴于患者高龄、危重，医
院立即组织心血管外科、结构
性心脏病科、心血管内科等专
业的专家进行会诊。完善检
查后发现，患者主动脉瓣钙化
狭窄，合并重度关闭不全，已

经导致双心房增大，必须尽快
换瓣。但是患者还有高血压、
心律不齐等诸多基础疾病，无
法实施传统的体外循环心脏
换瓣手术。

经过多次论证及积极筹
备，专家们决定使用国际领先
的TAVI技术，为患者更换主
动脉瓣。但是，该患者情况极
其特殊，主动脉瓣除了狭窄
外，还存在大量反流。如果坚
持经皮入路，手术难度则大大
提升。从患者病情出发，专家
们决定迎难而上。

1月4日上午8:25，手术
开始。在患者心脏正常跳动
状态下，华中阜外医院首席顾
问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结构性心脏病中心副主

任张戈军教授、华中阜外医院
结构性心脏病病区主任刘煜
昊主任及病区副主任韩宇博
士等专家开始操作。手术是
经皮入路，通过介入导管缓缓
把人工瓣膜输送过去。到预
定位置后，人工瓣膜像得到指
令一样，慢慢释放、膨胀、张
开，替换掉原来病变的主动脉
瓣，彻底解决了患者的问题。

术后超声显示，主动脉瓣
跨瓣压差基本消失，反流大大
减轻。这表明主动脉瓣狭窄
解除，反流问题得到解决，手
术获得成功。目前，患者已经
转到普通病房，即将康复出院。

这项高难度的技术创新
打破常规，突破多个手术禁
区，为治疗高龄、危重心脏瓣

膜病患者提供了新思路。
TAVI是目前国际上最

先进的心脏微创治疗技术之
一，它的问世是心血管微创治
疗领域里程碑式的突破。该
技术难度系数很高，国内仅有
少数几家医院能够独立开展。

据刘煜昊主任介绍，像这
样的高龄危重患者，如果采取
传统的开胸换瓣手术，术中要
进行体外循环、心脏停跳，术
后可能需要在重症监护室住
一周左右才能转到普通病房。

而经导管途径的主动脉
瓣置换手术（TAVI）大大简
化了手术步骤、显著减轻了手
术创伤，缩短了手术时间，住
院天数也大大缩短，对患者来
说能够最大获益。

88岁老奶奶腰腿疼痛、麻木、没劲儿、走不远——

辗转多地求医，终在这里解除病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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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养生保
健意识的增强，西洋参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熟知，并用来养生
保健。大家都知道西洋参最
简单的服用方法是含服或当
茶饮用，但西洋参和不同的药
材、食材搭配，有不同的功效。

西洋参+三七
三七粉、西洋参粉各等

量，两者混合均匀，每日温水
冲服。用量根据病情增减，一
般人每日服用混合粉末1克
即可。一方面，三七可化瘀通
络；另一方面，西洋参可气阴
双补，这对心脏是一个不错的
养护。另外，还可以增加丹
参，也是等量，对脑血管的保
养也很有好处。

西洋参+石斛
西洋参3克，石斛10克，

泡水代茶饮。益气养阴、生津
降火，可适用于津液不足、口
渴咽干之症。

西洋参+黄芪
西洋参跟黄芪都有补气

益气作用。适合用于气阴两
虚的人群及抵抗力低的人群，
增强人体各项机能，少受病毒
侵犯，预防感冒。

西洋参+菊花
取西洋参片约3~10克，

与适量菊花一同放入茶壶中，
开水冲泡，至茶汤浓郁饮用。
可以滋阴清热，养胃生津。

西洋参+大枣
西洋参3克，红枣2枚。

将两味药物放入杯中，以滚开
水冲泡10分钟，待温度适宜
后即可饮用。健脾益气，养阴
清热。用于脾胃虚弱、胃阴不
足所致的胃脘部隐痛，胃内嘈
杂似饥而不欲食，口干咽干，
神疲乏力。每日１剂，代茶饮
用，不拘时温服。

看，西洋参的
“黄金搭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近日，12 岁的小张被
父亲背到郑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孩子不仅消瘦，而
且很虚弱。在此之前，他
们已辗转多家医院，虽然
诊断是消化道出血，但为
何出血、哪里出血却一直
不甚明确。

该院消化内科主任黄书
亮认真评估小张病情后，认
为很可能是中消化道出血

（小肠出血），但如何检查确
诊是个难题。“成人的单纯消
化道出血，胶囊内镜可在无
创前提下检查。但小张年龄
小、肠管细，且有肠梗阻症
状，贸然使用胶囊内镜很可
能会卡在肠道内；血管造影
也不容易实施。”

为此，黄书亮申请了院
内多学科会诊，由消化内科、
儿科、健康管理服务中心、介

入放射科、放射科、普外科、
病理科、药学部等相关科室
专家共同讨论。

经过深入探讨，决定先
进行CT检查，根据检查结果
选择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结果很快出来，CT检查
发现消化道出血的真正原因
是梅克尔憩室，也叫先天性
小肠憩室。

明确诊断后，该院普外

科、腹部肿瘤病区主任陶有
金通过腹腔镜微创手术，将
患者的憩室完整切除，术后
小张顺利恢复。

黄书亮说，消化道出血
虽是一种常见症状，但其
背后的病因却很多，从肿
瘤 到 结 石 不 一 而 足 。 因
此，多学科合作的开展，能
让患者得到及时规范的诊
疗。

90岁！创华中地区TAVI手术高龄纪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邢永田

12岁孩子消化道出血，辗转多家医院

多学科合作 解开消化道出血之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