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台心脏手术开创河南先河

本月，大河报联合固乐
口腔及植体厂家开展中原口
福计划，三甲医院种植博士
专家团免费公益会诊，免费
制定数字化5G导航极简种
牙方案，进口种植体首颗免
费（两颗起种）。大河报种牙
专线：0371-6579 5608

“通了，通了！”一位医生
紧盯着显示病人血管实时状
态的电脑屏幕，兴奋地说。

7月5日，在河南省胸科
医院胸痛中心导管室里，我国
著名心内科专家、省胸科医院
院长袁义强和他的手术团队
正在为病人开通上腔静脉闭
塞段的血管，并经导管植入永
久性双腔左束支起搏器。

据了解，该手术为我省
首例，未见国内有相同病例
或学术的报道。

患者张先生今年54岁，3

年前，当他劳累时，总是出现胸
闷、气短，并伴有心悸、乏力等
症状，一年前，在当地医院诊断
为心率慢，几天前，症状加重，
慕名赶到河南省胸科医院。

经检查，医生发现，张先生
不仅患有心律失常，同时，他的
上腔静脉闭塞。

此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可走。一是用无导线起搏器，
另一种方法，则是用导丝通过
左侧锁骨下静脉、上腔静脉用
球囊扩张闭塞血管段，将起搏
器植入通路建立，安装心房电

极和心室电极，使其心率达到
正常范围。

这两种方法在适应证和
治疗效果及治疗费用上都各
有不同。

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是
一种新技术，手术简单，风险
小，但是价格昂贵，且不太适
合张先生病情；第二种手术方
式也是近几年我国心内科领
域的一项新技术，这个手术更
有利于病人心功能的改善，而
且价格也便宜。

但开通上腔静脉血管，风
险极大，国内也未见学术报
道。

袁义强和他的手术团队
对闭塞段血管走行做了详细
研究，综合考虑后，为使病人
利益最大化，他们决定实施第
二种手术方式。

经过充分准备，7月5日，
在省胸科医院胸痛中心导管
室，袁义强及心内科二病区主
任杨鹏伟、副主任医师孙玉梅
共同成功实施上腔静脉开通+
永久性双腔起搏器植入术。

当两个电极被顺利运送
到心房心室位置，张先生的心
率慢慢回归到正常，术后顺利
转入普通病房。

“现在只想对医院说两个
字：谢谢！”7月6日，在省胸科
医院内，一提起自己的手术，
张先生流露出感激之情。

院长解心
袁义强：河南省胸科医院院长
坐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上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李红

大河报：成立口腔名医工
作室的初衷是什么？

张院长：我在北京从事口
腔管理工作多年，深知专家、技
术对医疗质量的影响。从外地

到北京找专家修复的种植失败
病例，多是由于种植体质量不过
关或医生不规范操作所致。近
年来，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居民口
腔健康，国家卫健委相继印发实
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 健 康 口 腔 行 动 方 案
（2019-2025年）》；世界卫生组
织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8020
计划”，也就是80岁的老人至少
应有20颗功能牙；2019年，口腔
界更是诞生了第一位中国科学
院院士——来自北京首都医科
大学的王松灵教授。这说明国
家对口腔健康的重视达到了一
个新高度，所以我才有了创办口
腔名医工作室的想法，就是从北
京和河南引进口腔专业人才。

做好种植牙，专家、技术、植
体缺一不可。目前，很多人种牙
关注点都是能不能便宜，关注点
在种植体上，当患者和医院都不

重视技术和专家的时候，受损的
首当其冲是患者，种牙安全性、牙
寿命得不到保障。对医疗品质要
求高的人只能不惜重金，前往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大医院选择
经验丰富的专家种牙。为满足患
者对高品质牙的需求，我们宁可
为价格解释一阵子，不愿为质量
道歉一辈子。

大河报：种牙的关键是什么？
张院长：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我个人觉得机构最重要的是
专家，必须有名医。我们从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北
京大学口腔医院等三甲医院中筛
选整合优质专家资源，成立北京
三甲医院种植博士专家团，并与
南京医科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口
腔医学院等三甲医院种植专家联
合会诊，形成术前术中术后的闭
环。专家组成员多是国内最早一
批开展口腔种植的专家，对于疑

难复杂病例有着丰富的经验。
为什么传统医疗很多人在疑难
病上会去大医院找专家解决？
因为大医院专家技术好，设备
先进。但是很多人看牙就比较
随意，其实种植牙大小也是手
术，面部神经血管分布丰富，马
虎不得，一次种不好，可弥补的
机会基本就没有了。

大河报：经验丰富的种植
医生对种植牙究竟有多重要？

张院长：离开高水平的种
植医生，再高端的种植体、再先
进的设备，想种出好牙也都是
空谈。首先，高水平的种植医
生对于疑难复杂种植病例有丰
富的经验，能够精准把握种植
的每一个步骤，顺利处理治疗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特殊情
况，从而保证种植牙的长期效
果。其次，目前主要有“自由手
种植”“导板种植”和“全数字化

5G动态导航极简种牙”3种种
牙方式，很多患者过来，我都会
带他们参观动态导航种植系
统。经验丰富的种植医生能轻
松驾驭任何一种，解决各种疑难
种植。经验不足的种植医生只
能自由手“盲种”，极有可能发生
植体位置、方向植入不准确，甚
至损伤血管和神经，导致种牙失
败。最后，经验丰富的专家除了
完成种植外，能很好修复患者咬
合关系，用上最适合的牙，达到
咬合、美观、微笑的和谐统一。

帕金森患者早期以药物治疗为主

据关良教授介绍，帕金森病
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
统疾病，有三大主要表现，即静
止性震颤、肢体僵硬、运动迟缓。
帕金森病起病时多为一侧肢体
发病，随时间推移波及对侧肢
体，症状也会逐渐加重。到中晚
期时帕金森病人除上述症状外

会出现表情呆滞、弯腰驼背并
伴有吐词不清、流口水、失眠、
肢体疼痛、大小便不畅等症状，
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帕金森病的早期治疗以
药物为主，如金刚烷胺、安坦、
美多巴等。但所有治疗帕金
森病的药物都只能暂时控制
症状，无法阻止病情的发展，
绝大部分患者在服药一段时
间后，药效会逐步下降并出现
比较明显的毒副作用。

“蜜月期”后三大症状
困扰帕金森患者

“开关现象”“剂末现象”
“异动症现象”对于普通人来说
很陌生，对于帕金森患者来说却
是再熟悉不过了。帕金森患者
早期采用药物治疗，但药物疗效
较好的阶段(即“蜜月期”)一般只

有3-5年，随着疾病进展，疗效逐
渐下降，便会出现上述症状。

关良教授说，“开关现象”是
帕金森病患者长期应用左旋多巴
类药物后出现的药效波动现象。
一天中，患者的症状在忽然缓解
(开期)与加重(关期)之间波动，可
反复迅速交替出现多次。“剂末现
象”是指药效维持时间越来越短，
每次用药后期出现帕金森病的症
状恶化。“异动症”是帕金森病患
者长期应用多巴制剂，治疗后出
现的一种不能控制的异常动作。
这种不可控制的乱动，非常痛
苦。“开关”“剂末”和“异动症”及
这些并发症出现后就很难靠药物
消除。

“细胞刀”：帕金森病的有效治疗
方法

随着立体定向技术的发展，
高安全性的微创手术治疗为帕金

森患者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治
疗方式，即“微电极导向脑立
体定向术”，俗称“细胞刀”。
一般来讲，对服药效果不好或
出现毒副作用的患者，就应该
积极考虑微电极导向脑立体
定向术（即‘细胞刀’手术）
了。该手术能消除患者肢体
的震颤、僵硬、运动不灵活、麻
木疼痛等症状。

关良教授介绍，“细胞刀”
是一套手术系统，手术过程为：
在CT或MRI扫描下，通过计
算机做手术计划，局麻下医生
在患者头部钻一个小孔，将一
头发丝大小的微电极针导入脑
内，准确测得脑内的震颤僵直
细胞群，再射频消除震颤僵直
细胞群。术后震颤立即停止，
僵硬肢体立即灵活，由于该技
术定位能达细胞水平，故称“细
胞刀”。术中病人清醒、痛苦

小，次日可下床活动，是治疗帕金
森病的安全有效的好方法。

帕金森病大型义诊活动即将举行

为了更广泛地普及帕金森
病医学知识，提高人们对防治
帕金森病的认识，河南省职工
医院神经外科联合国内知名帕
金森病治疗专家将举行“幸福
黄手环大型义诊活动”，为帕金
森病患者或疑似帕金森病患者
提供免费诊疗、解答咨询及日
常生活的护理指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一场线上国际学术会，吸引
了近七万名世界各地的骨科大腕
观看。7月4日，被中国脊柱微创
界和世界一些国家微创专家所关
注的“世界UBE国际会议第一届
学术研究会”在郑州召开。该会
议由国际UBE协会主办，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承办。

因世界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会
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
全球直播，来自韩国、日本等十几
个国家和国内四十余位专家参与
手术演示、学术讲座、会议交流，近
七万人网上观看。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
州院区脊柱微创中心主任朱卉敏
教授说，目前，UBE技术是脊柱微
创技术很好的补充，将给患者带
来很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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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牙的关键是什么？专家和新技术
——大河报专访固乐口腔张友谊院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帕金森病 微创手术效果好
——访河南省职工医院神经外科关良教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于中
老年的神经系统疾病，多发于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目
前，帕金森病已经成为继肿瘤、
心脑血管病之后中老年人健康
的“第三杀手”。全球共有约
450万帕金森患者，而我国就
有210万帕金森患者。

针对帕金森患者如何更好
地接受治疗？记者采访了河南
省职工医院神经外科关良教授。

口腔疾病使很多中老年人
过早丧失牙齿，不仅影响口腔
咀嚼、发音等生理功能，还会危
及全身健康。随着修复技术的
革新，种植牙近年来凭借耐用、
安全、牢固的优势全面替代传
统假牙，成为老年人名副其实
的健康刚需品。为了种口好牙
安全牙，不少老年朋友不惜花
费时间精力奔赴大城市寻访名
医。其实，种口好牙不用这么
麻烦，郑州就有一个口腔名医
工作室（包含北京三甲医院种
植博士专家团）。本报专访口
腔名医工作室的创建者—固乐
口腔张友谊院长。

义诊时间：2020 年 7 月
11日-7月12日全天，义诊地
点：河南省职工医院门诊三楼
神经外科诊疗区(郑州市农业
路 71 号)。如需咨询相关内
容 ，请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
0371-56522111，欢迎广大患
者及亲友参加义诊活动。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
世界UBE微创技术线上研讨会，
吸引近七万骨科专家围观

河南省胸科医院惠民举措：
1.所有专家常年免挂号费；
2.全省范围内免费转运急、
危、重症患者；3.免费救助
0至18周岁先心患儿。


